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業界專家參與教學： 
1.105 學年第 1 學期全校開授業界專家參與課程共 323 門，其中經校

課程委員會審查核定補助之課程計有 67 門；其中 6 門因故放棄補

助。故調整後實際補助 61 門課程，實際補助金額為$515,532 元，實

際核銷費用為$488,490 元，執行率為 94.75%。 
2.105 學年第 2 學期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查核定補助之課程計有 81 門，

核定補助金額為$631,116 元，其中 3 門放棄補助(生科系曾淑芬老

師、老年所陳麗光老師、土木系張行道老師)，故實際補助計 78 門

課，補助金額調整為 609,116 元整，由邁向頂尖大學計劃經費支應。 
委員建議：補助申請書之效益評估欄位中，建議新增勾選評估項（可

參考教學反應調查表之題項），以協助教師反思其效益。 
(四) 跨領域學分學程： 

本校 105 學年度已有 21 個跨領域學分學程，修讀跨領域學分學程人

次達 1,325 人，修讀與取得證書人數統計表如附件二(P.9~10)。 
主席指示：請課務組與計中研商可否統計出未取得證書之修讀學生，

其差幾門課即可取得證書之分析報表，提供學程參考。 
(五) 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 

105 學年第 2 學期開設服務學習(二)58 門、服務學習(三)課程 17 門，

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或通識課程 16 門，審查通過獲補助課程實

際開課為 24 門，補助費用共計約 36 萬元，由校務基金及相關計畫經

費支應。 
(六) 生科學院、藝術所暨戲劇碩士學位學程、土木系、生技系課程委員

會設置要點送本會備查(附件三,P.11~14)。 
(七) 相關統計表： 

(1) 課程概況報告(附件四,P.15~17)。 
(2) 學士班畢業學分數彙總表(附件五,P.18)。 
(3)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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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P.19)。 
 

貳、 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戲劇碩士學位學程等 31 個系、所(班)、學位學程 

案由：審議戲劇碩士學位學程等 31 個系、所(班)、學位學程提出新增設、系

所整併、新增組別或畢業學分數及必修課程異動案，詳如附件七

(P.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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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必修學分之系所： 
（一） 台文系：因該系原必修學分數較低，本案同意通過。 
（二） 數學系：不通過原提案－新增「偏微分方程導論」必修 3 學分，

由 6 選 3 變更為 7 選 4。惟同意新增該必修，由 6 選 3 變更為 7
選 3，必修學分不增加。 

（三） 系統系：因必修學分較高，建議在不提高必修學分前提下進行課

程調整。 
（四） 統計系：不通過原提案（1.新增必修「機率概論」3 學分、2.原必

修「數理統計(一)」、「數理統計(二)」各 4 學分變更為各 3 學分、

3.總必修學分增加 1 學分、總選修學分減少 4 學分、總畢業學分

129 學分）。惟因統計系之說明，建議其修訂為：1.新增必修「機

率概論」2 學分、2.原必修「數理統計(一)」、「數理統計(二)」各

4 學分變更為各 3 學分、3.必修學分不變、選修學分減少 4 學分、

總畢業學分 128 學分。統計系表示須經系內再討論，故若統計系

接受建議案，則該案得自 106 學年度起入學生適用。 
（五） 創產所碩、博士班：通過。 

二、 其餘提案照案通過。 
補充說明：本案決議後，會中數學系以文件補充說明，會議結束前獲委員

附議，故由仍在場之 9 位委員進行投票表決數學系提案，投票

結果：同意 3 票、不同意 6 票，維持原決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建築系、生科系 
案由：審議建築學系、生命科學系提出異動輔系／雙主修應修學分數及課程

表，詳如附件八(P.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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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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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相關學系照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老年所、生理所、土木系 
案由：審議 106 學年度第 1學期新開授遠距課程案，申請書如附件九

(P.32~52)。 



 

說明： 

一、 依據本校「國立成功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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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開授採遠距教學之主播課程有「心血管生理病

理學概論」、「細胞電生理」、「鋪面評估與維修」等 3 門。 
三、 另老年所邱靜如老師於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開授「流行病學及研究

設計導論」課程採遠距教學，因預審作業期間，邱老師申請產假，未

收到通知，故於本次會議補提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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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案                    提案單位：資訊系等 2 學系 
案由：審議資訊系等 2 學系共 4 門課程，於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可於大學

部四年級與碩士班課程合開，詳如附件十(P.53)。 

說明：依據 102 年 11 月 26 日 102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國立成功

大學開課、排課規定執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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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已先請各院代表預審）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相關學系照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東南亞文化學分學程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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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

十一,P.54~55)。 
二、  106 學年度增設之跨領域學分學程，計有三案，說明如下： 

（一） 增設「性別研究學分學程」、「歷史與科技社會學分學程」跨學

門學分學程，提請審議，計畫書如附件十二(P.56~73)、附件十

三(P.74~85)。 
（二） 增設「東南亞研究學分學程」跨系所學分學程，提請核備，計

畫書如附件十四(P.86~98)。 
三、  有關修訂跨學門學分學程課程案，計有「再生醫學科技學分學程」

乙案，課程規劃修訂對照表如附件十五(P.99~130)。 
擬辦：通過後，通知各學分學程照案實施。 
決議：修訂通過。 



 

 
第六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審核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業界專家參與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案，提請討

論。 
說明：  
一、 本次補助案共計有 74 門課程申請(大學部 47 門、研究所 27 門)，已

於 4 月 14 日函請本會教師委員及業界專家委員先分領域預審，預審

結果及委員意見如會議附件。 
二、 依據 102 年 1 月 14 日 101 學年度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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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辦：俟頂尖計畫經費核發後按序分配補助款，並將審核結果各別通知申請

單位，請受補助單位於 11 月 30 日前核銷完畢。 
決議： 補助經費核定結果如附件十六(P.131~135)，同意補助 74 門課程，補助

款共計新台幣 603,209 元整。俟頂尖計畫經費核發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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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送

課務組確認，補助經費請於 11 月 30 日前核銷完畢。 
 

第七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審議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領域課程，授課鐘點數乘以 1.5 倍計算

案，共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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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項辦理：「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領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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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領域課程彙整表及課程資料如附件十七

(P.136)(資料已先請各院代表預審)。 
擬辦：審議通過後，由課務組辦理加計。 
決議： 
一、 通過「防災科技管理概論」鐘點加計。 
二、 老化與生活學分學程所提三門課程，因選課人數過低，不予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案由：審議符合本校「磨課師數位學習課程」開課規定，授課鐘點數乘以 2
倍計算案，共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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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項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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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經磨課師推動小組調查，符合本校磨課師數位學習課程(MOOCs)開課



 

規定，預計於 106-1 開設的磨課師數位學習課程，共計 19 門，彙整表

如附件十八(P.137~138)。 
三、 醫學院老年所邱靜如老師之「流行病學及研究設計導論」等 10 門課，

符合本校磨課師數位學習課程(MOOCs)開課規定，惟於 105-1 及 105-2
開設，擬請補提鐘點數加計，彙整表如附件十九(P.139)。 

擬辦：審議通過後，由課務組辦理加計。 
決議：照案通過。 
 

參、 臨時動議：無。 

肆、 散會。(12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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