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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生命價值」、「科學行銷概論」、「機制哲學導論」「體適

能運動(男女)」、「品牌與行銷」、「線上補強英文」、「研究所線上

英文」、「流體力學特論」及「圖像與科學知識：近現代史研討」

共 16 門課程，相關資訊已公告於教務處課務組網頁。 
(2)另依據 108 學年度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109.5.20)修訂通過之「國

立成功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課程暫行處理原則」，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因應疫情課程調整採遠距教學之主播課程有

「物理治療專題討論」、「計算機應用」、「計算機演算法」、「線性

代數」、「會計學(二)」、「工程地質學」等 6 門。(如附件 2，P.10)。 
4.總整實作課程邀請業界專家參與教學： 

(1)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校開授業界專家參與課程共 120 門。 
(2)109 學年因應高教深耕指標，「業界專家參與教學」轉型為「總整

實作課程邀請業界專家參與教學補助案」。 
(3)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經專業審查小組核定補助之邀請業界專家參

與總整實作課程計有 24 門；其中 2 門因故放棄補助。故調整後

實際補助計 22 門課程，補助金額調整為 766,608 元整，實際核銷

金額為 734,053 元整，執行率為 95.75%；109 學年第 2 學期共計 23
門課程申請邀請業界專家參與總整實作補助，核定補助款為

766,549 元，其中 2 門放棄補助，故實際補助計 21 門課，補助金

額調整為 706,835 元整，由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支應。 
5.跨領域學分學程： 

(1)本校 109 學年度已有 31 個跨領域學分學程，修讀跨領域學分學

程人次達 2,055 人次，修讀與取得證書人數統計表如附件

3(P.11~12)。 
(2)學生修讀跨領域學分學程至畢業仍無法完成者平均已修習學程

9.95 學分課程(所有跨領域學程平均)，各跨領域學分學程完成人

數、完成率、未完成者之平均修習學分資料詳如附件 4(P.13)。 
委員建議：建議統計表送各學程參考。 

6.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 
109 學年度各單位開設服務學習(一)57 門，服務學習(二)課程 59 門、

服務學習(三)課程 53 門，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通識或專業課程 32
門，審查通過獲補助課程為 43 門，補助金額共計 1,552,758 元。 

7.邀請國際學者參與碩、博士學位考試： 
(1)因應防疫並促進國際學術交流，鼓勵系所邀請國際學者參與研究

生學位考試，特推動「110 年度補助邀請國際學者參與碩、博士

班學位考試或博士班指導委員會試辦計畫」，補助國際學者以視

訊方式參與碩、博士班學位考試或以書面審查方式參與博士班學

位論文提出前之指導委員會相關經費，試辦期間至本(110)年 12
月 31 日止。敬請各學院、系所配合支持並鼓勵所屬教師邀請國

際學者參與碩、博士班學位考試。 
(2)110 年度至 5 月 6 日止，共計邀請 19 人次國際學者(文學院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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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 1 位、工學院 5 位、電資學院 1 位、規劃設計學院 2 位、

管理學院 5 位、醫學院 4 位)參與碩、博士學位考試或博士班指導

委員會，如附件 5(P.14)。 
8.敏求智慧運算學院、人工智慧機器人學位學程、考古所、醫工系課

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送本會備查(附件 6，P.15~19)。 
9.相關統計表： 

(1)課程概況報告(附件 7，P.20~22)。 
(2)學士班畢業學分數彙總表(附件 8，P.23)。 
(3)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各學系專簽必修課程時段修訂表彙整如附件

9(P.24)。 
(二)註冊組：105-109 學年各學院輔系、雙主修人次統計表(附件 10，P.25)。 
(三)教學發展中心：學生跨領域學習分析簡報。 

 

貳、 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人工智慧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等 10 系(所、學位學程) 

案由：人工智慧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等 10 系(所、學位學程) 提出新增設或

畢業學分數及必修課程異動案，詳如附件 11(P.26~27)。 
說明： 

一、 依據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24 條辦理（課程規劃須經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 
二、 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22 條：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年者，不得少於一

百二十八學分；修業期限非四年者，應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三、 本校研究生章程第十條略以：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

分；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碩士論文六學分、博士論文

十二學分，均另計。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系、所、學位學程照案公告實施。 
決議： 
一、 心理系學士班課程調整案(必修增加 2 學分)，經在場 13 位委員投票表

決：同意 4 票、不同意 9 票，本案表決不通過。 
二、 會計系碩士班甲組課程調整案(必修增加 3 學分)，經在場 13 位委員投

票表決：同意 2 票、不同意 11 票，本案表決不通過。 
三、 財金所碩士班課程調整案(必修增加 3 學分)，經在場 13 位委員投票表

決：同意 2 票、不同意 11 票，本案表決不通過。 
四、 其餘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測量系等 8 系(所、學位學程) 

案由：審議測量系等 8 系(所、學位學程)提出輔系／雙主修應修學分數及課

程表。 
說明： 
一、 依本校「學生修讀輔系辦法」第六條(附件 12，P.28~29)、「學生修讀

雙主修辦法」第五條(附件 13，P.30~31)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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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提案單位如下，詳如附件 14(P.32~50)： 
(一)學士班輔系：測量系 1 

(二)學士班雙主修：測量系 2 

(三)碩士班輔系：台文所 3、藝術所 4、戲劇學位學程 5。 

(四)碩士班雙主修：台文所 6、考古所 7、醫工所 8、物治所 9、生理所 10。 

(五)碩士在職專班輔系：台文所 11。 

(六)碩士在職專班雙主修：台文所 12。 

(七)博士班輔系：台文所 13。 

(八)博士班雙主修：台文所 14、醫工所 15。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照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光電系等 14 系(所) 
案由：審議光電系等 14 系(所)共 21 門課程，於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可於

大學部高(三、四)年級與碩士班課程合開，詳如附件 15(P.51)。 

說明：依據本校開課、排課規定第二點第八款審議。內容略以：大學部課程

不得與研究所課程合班開設。但大學部高年級或碩士班程度之課程

(即課程屬性碼為 5000-5999 之課程)，經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者，不在此限。（資料已先請部分委員預審）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相關系(所)照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心、歷史系、解剖所、護理學系 
案由：審議 110學年度第 1學期新開授遠距課程案，申請書如附件 16(P.52~70)。 

說明： 

一、 依據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規定：教師欲開授遠距教學課程

者，應於前一學期填具教學計畫書，經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開授。惟首次採遠距教學方式授課之主播課

程，或曾採遠距教學方式授課但擬修訂教學計畫內容之主播課程，應

於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始得開授。 
二、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開授遠距課程共 3 門，說明如下： 

(一) 解剖所莫凡毅等老師新開授採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為：「組織學

特論」。 
(二) 歷史系區曣中老師新開授採同步遠距教學為：「現代科技史：戰

爭與和平面向」。 
(三) 護理系張瑩如、陳嬿今 2 位老師新開授採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

為：「與老共舞-高齡者專業照護課程」。 
三、 另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開授遠距課程共 2 門業經 109 年 11 月 26 日

109 學年度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因調整課程名稱補提審

議，說明如下： 

-4-



 

(一)通識教育中心區曣中老師新開授採遠距教學之主播課程，原為

「機制哲學導論」修正課程名稱為「生命科學中的機制論」。 
(二)歷史系區曣中老師新開授採遠距教學之主播課程，為「圖像與科

學知識：近現代史研討(Visualisation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science: 
historical aspects)」修正英文課程名稱為「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Visualizations」。 

擬辦：審議通過後，於開課當學期公告於本校網頁。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考古學與文化資產學分學程等 6 個學分學程 
案由：審議跨領域學分學程增設及設置辦法修訂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國立成功大學跨領域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三條辦理。 
二、  109 學年度增設及設置辦法修訂之跨領域學分學程計有 6 案，說明如

下： 
(一)增設「考古學與文化資產學分學程」跨學門學分學程，提請審議，

計畫書如附件 17(P.71~82)。 
(二) 修訂跨學門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計有「性別學分學程」、「醫療器

材與系統學程」、「智慧運算學分學程」、「社會資料科學學分學

程」、「應用哲學學分學程」5 案，修訂如附件 18(P.83~90)。 
擬辦：通過後，通知各學分學程照案實施。 
決議： 

一、「考古學與文化資產學分學程」增設案：經在場 13 位委員投票，同意

12 票、不同意 1 票，本案表決通過。建議學程增列跨領域師資以更

符合跨學門之精神；設置辦法第 11 條，請修訂為「…送校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計畫書請依委員意見修正後，

交課務組彙整送委員核閱) 

二、其餘照案通過。 
 

第六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本校 110 年度跨領域學分學程評鑑結果，提請審議。 
說明： 
一、 依據本校「跨領域學分學程評鑑要點」(如附件 19，P.91)規定：評鑑

委員依評鑑表件辦理成效評估，提出評鑑報告；召集委員統整評鑑意

見，提出結果建議，由教務處彙整後，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經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評鑑結果如為有條件通過者，學程應自接獲

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補齊相關說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再次審議，

由校課程委員會給予通過或待改進之結果；待改進者，學程應依評鑑

委員意見進行改善，並於次一年度再次接受評鑑。 
二、  110 年度接受評鑑之學分學程共計 6個，分別為防災科技管理學分學

程、奈米積體電路工程碩士班學分學程、東南亞文化學分學程、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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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學分學程、歷史與科技社會學分學程、循環經濟學分學程。每一

學分學程業經 3位評鑑委員書面審查，評鑑結果如附件 20(P.92~107)。 
擬辦：通過後，將審議結果通知各受評單位照案施行。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審議創新教學課程，授課鐘點數乘以 1.5 倍計算案，共計 15 門課，提

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國立成功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論文指導費計

支要點」第十點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各教學單位創新教學課程，提

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授課鐘點數乘以 1.5 倍計算，鐘點加

計至多以 3 學期為限。」辦理。 
二、 創新教學課程彙整表如附件 21(P.108) (資料已先請部分委員預審)。 
三、 審查委員建議若非首次申請之課程，可說明該課程與前次差異為何？

有哪些更多的創新？ 
擬辦：審議通過後，由課務組辦理鐘點數加計事宜。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委員審核意見請提供授課教師參考。 

 
第八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 

案由：審議本校「磨課師數位學習課程」，授課鐘點數分別乘以 2 倍及 1.5
倍計算案，共計 9 門課，提請討論。 

說明： 
一、 本校「磨課師數位學習課程」之鐘點加計主要依據「國立成功大學教

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論文指導費計支要點」第十點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辦理。 
二、 上述要點經本校 106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符合本校「磨

課師數位學習課程」(MOOCs)開課規定，每學期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

通過者，其線上課程鐘點數乘以 2 倍計算，鐘點加計至多以 3 學期為

限。前述線上課程同一學期適用多門課程時，擇其鐘點數加計最高之

科目採計之。 
三、 又，本校 107 學年度第 2 次教務會議再次修正上述提案：符合本校「磨

課師數位學習課程」(MOOCs)開課規定，每學期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

通過者，其線上課程鐘點數乘以 1.5 倍計算，鐘點加計至多以 4 學期

為限。前述線上課程同一學期適用多門課程時，擇其鐘點數加計最高

之科目採計之。 
四、 有鑑於部分課程適用新、舊兩種鐘點加計制度，為了維護老師之權

益，老師可自行選擇加計方式。經調查，符合本校磨課師數位學習課

程(MOOCs)開課規定，且預計於 110 學年第 1 學期開設之課程，共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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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彙整表如附件 22(P.109)。 
擬辦：審議通過後，由課務組辦理授課鐘點加計。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請推廣教育中心爾後提案資料增加課程有關磨課師相關資訊以利委

員審視。 
 

參、 臨時動議：(無)。 

肆、 散會。(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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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5

序號 學院 系所名稱 課程中文名稱 學分 屬性碼 審核結果

1 理學院 光電系 材料光學 3 DPS5003 通過

2 理學院 光電系 波導光學 3 DPS5002 通過

3 理學院 光電系 材料科學 3 DPS5005 通過

4 理學院 光電系 量子物理 3 DPS5006 通過

5 理學院 光電系 深度學習與光電應用 3 DPS5007 通過

6 工學院 機械系 數位訊號處理導論 3 ME5130 通過

7 工學院 資源系 機器學習於資源探勘之應用 3 RE5111 通過

8 工學院 土木系 電腦輔助結構分析與設計 3 CE5322 通過

9 工學院 水利系 永續發展城市 3 HOE5019 通過

10 電資學院 電機系
大數據巨量資料分析實務與應

用
3 EE5501 通過

11 電資學院 電機系 人工智慧晶片設計與應用 3 EE5505 通過

12 電資學院 資訊系
Apache開源專案開發與分散式

系統資料串流
3 CSIE5023 通過

13 電資學院 資訊系 機率模型及數據科學 3 CSIE5024 通過

14 規劃設計學院 都計系 永續都市與地方行銷實習 3 UP5371 通過

15 規劃設計學院 創產所 創意民族誌 3 ICID5005 通過

16 管理學院 交管系 交通流理論 3 TCM5301 通過

17 醫學院
口腔醫學研究

所碩士班
學術論文寫作技巧 1 IOM5110 通過

18 社會科學院 政治系 拉丁美洲政治 3 PS5305 通過

19 社會科學院 政治系 國際關係與學術論文寫作 3 PS5401 通過

20 社會科學院 心理系 拖延心理學 2 PSY5010 通過

21 生科學院 生科產業系 作物逆境生理與近代育種 2 BBS5034 通過

各系所提出大學部與碩士班合開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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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創新教學課程授課時數加計審查結果彙整表 

編號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學分數
加計後時

數 
審查結果 

1 通識中心 
王涵青等

15 位 
成大 BOOK 一市移動圖書館 2 3 同意 

2 通識中心 廖寶琦 食品安全與衛生 2 3 同意 

3 戲劇碩士學程 陳佳彬 戲劇文學研究 3 4.5 同意 

4 藝術所 

朱芳慧、盧

豐華、龔俊

嘉 

戲劇治療 2 3 同意 

5 藝術所 

朱芳慧、馬

薇茜、楊哲

銘 

戲劇表演藝術專題研究 3 4.5 同意 

6 藝術所 馬薇茜 劇場策展與藝術行政 3 4.5 同意 

7 醫工所 吳炳慶 
醫療器材創新設計(一)中文

班 
3 4.5 同意 

8 醫工所 

陳芃婷、許

曉芬、林建

宏、許家進 

醫療器材創新設計(一)英文

班 
3 4.5 同意 

9 醫工所 陳芃婷 生醫科技產業分析 3 4.5 同意 

10 電機所 蘇淑茵 模擬與統計計算 3 4.5 同意 

11 創產所 林蕙玟 創意民族誌 3 4.5 同意 

12 國經所 張巍勳 跨領域 Teamup 應用專題 2 3 同意 

13 牙醫系 陳畊仲 思辨與表達 2 3 同意 

14 老年所 劉立凡 高齡政策與服務傳遞 2 3 同意 

15 政治學系 蒙志成 公民意識與政策溝通 3 4.5 同意 

說明：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論文指導費計支要點第十點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各

教學單位創新教學課程，提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授課鐘點數乘以 1.5 倍計算，鐘

點加計至多以 3 學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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