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教務處近期推動課程更新計畫，請林副教務長說明計畫目標及執行內

涵。再次感謝大家！ 

三、 本校課程更新計畫簡報：（林副教務長大惠，資料如附件二,P.9） 

四、 業務單位報告： 

1. 101學年第 2學期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本校主播課程有「科學行銷概

論」、「科學寫作」及「補強英文」等 3門，將依程序送教務會議及教

育部備查。 

2. 101 學年度第 2 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於 4 月 17 日(三)召開，

會中審議 102 學年第 1 學期 24 門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計畫書，其中 2

門需再行修改課程計畫，請陳世明委員確認並專簽陳請教務長核定通

過後，方可同意開課及經費補助，其餘 22 門課程經推動小組審議後

同意開課及補助經費新台幣$407,160 元整。 

3. 文學院、土木系、生科系、微免所等單位修訂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送

本會備查(附件三,P.10~13)。 

4. 101 學年度選課人數不足專簽續開之課程，經本處函請各系所課程委

員會檢視結果彙整如附件四(P.14~19)。 

5.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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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P.20)。 

主席裁示：請各學院代表協助於系院相關會議宣導必修課程應固定之

觀念。 

6. 課程相關統計表： 

(1) 課程概況報告(附件六,P.21~24)。 

(2) 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彙總表(附件七,P.25)。 

(3) 101 學年第 2 學期大學部學生平均修課學分數(附件八,P.26)。 

(4) 99~101 學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修課人數統計表(附件九,P.27)。 

 

貳、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交通管理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等 19 系所、學位學程 

案由：審議「交通管理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等 19 個系、所、學位學程提

出新成立系所課程表或畢業學分數及必修課程異動案，詳如附件十

(P.28~93)。 

說明： 

一、 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辦理（課程規劃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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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科系學士班提案：在不提高畢業學分前提下，同意必修課程調整。

請工科系再行調整必修課程，以符合不得提高畢業學分數之決議，

本會授權逕行調整以適用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並請將資料送課務

組存查。 

二、 建築學系學士班設計組（五年制）提案：因係配合考選部制定之建

築師考試規則，通過課程及畢業學分數調整。 

三、 其餘提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台灣文學系等 4 學系 

案由：審議「台灣文學系」、「地球科學系」、「建築學系」及「都市計劃學系」

提出異動輔系／雙主修應修學分數及課程表，詳如附件十一

(P.94~103)。 

說明： 

一、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 

二、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四條：選定雙主修之

學生，除應修滿主系應修畢業科目學分外並應實際修滿另一主修學系

所訂科目四十學分以上。 

三、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四條：任一學系作為他

系之輔系時，應就該學系必修科目表中指定專業(門)科目至少二十個

學分作為輔系課程。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學系照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外文系 

案由：審議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計畫申請書，提 請討論。

(如附件十二,P.104~108)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二、  102 學年第 1 學期擬採遠距教學之課程為「研究所線上英文」課程。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開課單位辦理開課，並於開課後提教務會議並報請

教育部備查。 

決議：修訂「科目類別」，其餘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跨領域永續發展全英語學分學程等 9 個學分學程 

案由：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增設、變動或設置辦法及課程修訂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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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增設之跨系所學分學程，計有「繪圖與視訊技術學分學程」乙案，

計畫書如附件十三(P.109~119)。 

三、 審議「國際機械學群研究所學分學程」由跨學門學分學程修正為跨系

所學分學程。(如附件十四,P.120~121) 

四、 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及課程修訂案，計有「三創學分學程」、

「醫療器材與系統學分學程」、「再生醫學科技學分學程」、「創意設計

學分學程」、「跨領域永續發展全英語學分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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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案，彙整表與修正條

文對照表如附件十五(P.122~131)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學分學程照案實施。 

決議： 

一、 為鼓勵跨領域學分學程之設立，有條件通過「繪圖與視訊技術學分

學程」增設案。請學程單位於一個月內擴充參與師資領域以符合跨

領域之精神，並請課務組將補充資料 e-mail 各委員審閱。（另建議學

程長期規劃可考慮融入人文、哲學、藝術等相關領域） 

二、 其餘提案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申請補助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補助及獎勵說明」辦理。 

二、  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申請補助案，計有「三創學分學程」、「醫療器材與系

統學分學程」、「再生醫學科技學分學程」、「奈米積體電路工程碩士班學分

學程」四案，彙整表與補助申請書如附件十六(P.132~153)。 

擬辦：依審核意見、核定金額、補助及獎勵說明執行之。 

決議： 

一、 同意補助「三創學分學程」、「醫療器材與系統學分學程」、「再生醫

學科技學分學程」、「奈米積體電路工程碩士班學分學程」各 10 萬元

整。其中「奈米積體電路工程碩士班學分學程」所提經費概算表請

依用途細分經費項目。（修訂結果如紀錄附件） 

二、 未來請承辦單位擬訂審查標準（建議可含：選課人數、校外挹注補

助金額、KPI 等項目），並請委員確認後，作為爾後審查依據。 

 

第六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本校「三創學程」等 6 件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報告，提請 審查。 

說明： 

一、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要點」辦理(附件十七,P.154)。 

二、  本學年度共有 6個跨領域學分學程接受評鑑，每個跨領域學分學程分送 3

位評鑑委員審查，審查結果業經彙整如附件十八(P.155~157)，評鑑審查意



 

見表如附件十九(P.158)。 

三、  是否兩位以上評鑑委員整體意見總評為「通過」即為通過，提請 討

論。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學程設置單位照案實施。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評鑑委員之改善意見，請教發中心繼續追蹤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第七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審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業界專家參與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案及補助金

額，並確認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業界專家參與教學課程學校補助款申

請條件。 

說明： 

一、 本計畫經費來源為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102 年度經費，每學期計畫目標

為補助 20 門課、選課人數 1,500 名。 

二、 本次補助申請書已於 4 月 12 日函請本會各委員先行審閱，並由本會

各院代表先行預審，預審結果及委員意見如附件二十(P.159~162)。 

三、  檢陳102學年度第 1學期業界專家參與教學課程學校補助款申請說明

(附件二十一,P.163)，擬請確認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補助款申請說明內

容。 

擬辦：將課程審核結果各別通知申請單位；為配合頂尖計畫經費之執行，請

受補助單位於 12 月 10 日前核銷完畢。 

決議： 

一、 學士班課程補助金額以不超過 3 萬元為原則，碩博士班課程補助金額

以不超過 2 萬元為原則，各課程補助經費核定結果如附件二十二

(P.164)，共補助 22 門課計 510,136 元。本次校補助經費不足部分，請

由系院配合款補足，但校補助款低於課程所需經費 50%之課程，建

議系院仍應編列與校補助款相當之配合款為宜。 

二、 補助申請案中之統計系「管理實務專題-國泰人壽講座」及材料所「鋼

鐵製程特論」於開課名稱上或業界專家名單皆為同一廠商，恐淪為

廠商之代言，建議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送教務處轉校課程會委員審

核無誤後，始得動支補助款。 

三、  將核定補助款及委員審核意見各別通知申請單位，請依委員意見修

正課程內容，補助經費請於 12 月 10 日前核銷完畢。 

四、  為鼓勵各系課程融入業界專家之教學，建議教務處規劃補助未申請

補助款之學系，必修課程單週融入業界專家教學之補助案，經教務

長同意後，即可補助。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14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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