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遠距教學課程： 
1.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經前次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採遠距

教學之主播課程有「研究所線上英文」、「線上補強英文」、「流行病

學及研究設計導論」、「工程師的職涯探索」、「心血管生理病理學概

論」、「日常疼痛控制」、「火」、「批判思考：當代文學理論」、「流行

樂賞析與實務」及「科技與生命價值」、「科學傳播概論」、「生物流

體力學」共 12 門課程；收播課程有「農業科技創新與產業分析」

及「農生技產業法規實務」等 2 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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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校課程委員會(109.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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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期因應疫情課程調整採遠距教學之主播課程有「運動與

健康」、「會計學(一)」、2 門「體適能運動(男女)」、「體育(一)」、「生

物醫學與研究設計之高等生」及「SystemC 與行為階層設計」等 7
門(如附件 2，P.10~11)。 

(四) 業界專家參與教學：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全校開授業界專家參與課程共 200 門，其中經校

課程委員會審查核定補助之課程計有 119 門；其中 9 門因故放棄補

助。故調整後實際補助計 110 門課程，補助金額調整為 1,459,622 元整，

實際核銷金額為 1,396,118 元整，執行率為 95.64%。 
(五) 總整實作課程邀請業界專家參與教學： 

109 學年因應高教深耕指標調整，「業界專家參與教學補助」轉型為

「總整實作課程邀請業界專家參與教學補助案」，109 學年第 1 學期共

計 24 門課程申請補助，核定補助款為 790,000 元，其中 1 門放棄補助，

故實際補助計 23 門課，補助金額調整為 770,000 元整，由高教深耕計

畫經費支應。 
(六) 跨領域學分學程： 

 本校 109 學年度已有 29 個跨領域學分學程，修讀跨領域學分學程人

次達 1771 人次，修讀與取得證書人數統計表如附件 3(P.12~13)。 
主席裁示：1.學程取證人數偏低，學程規劃的課程若多數學生無法修

畢，則學程存在的意義效果不大。請教學發展中心協助

了解，各學程發展微學程的狀況及可能性，下次會議提

出評估分析報告。 
2.為了解學生跨域學習（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跨域

課程）需求，請課務組、註冊組下次會議提供近幾年跨

領域學分學程修課人數與修讀輔系、雙主修人數變化相

關資料。並請教學發展中心理解分析學生想要跨域學習

的需求性。 
(七) 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單位開設服務學習(一)55 門，服務學習(二)課程

1 門、服務學習(三)課程 35 門，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通識或專業課程



 

12 門，審查通過獲補助課程實際開課為 16 門，補助金額共計 556,978
元。 

(八) 邀請國際學者參與學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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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度補助邀請國際學者參與碩、博士班學位考

試試辦計畫」，補助國際學者以視訊方式參與碩、博士班學位考試相

關經費，試辦期間至本(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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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管理學院院設專班暨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科技藝術

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送本會備查(附件 4，P.14~15)。 
建議：「管理學院院設專班暨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之「條

次」（第一條、第二條…）請改為「點次」(一、二、…)。 
(十) 相關統計表： 

1.課程概況報告(附件 5，P.16~18)。 
2.學士班畢業學分數彙總表(附件 6，P.19)。 
3.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學系專簽必修課程時段修訂表彙整如附件

7(P.20)。 
 

貳、 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智慧運算學分學程等 4 個學分學程 

案由：審議跨領域學分學程增設、終止及設置辦法修訂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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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P.21~22)。 
二、  109 學年度增設及設置辦法修訂之跨領域學分學程計有 3 案，說明如

下： 
(一)增設「智慧運算學分學程」跨學門學分學程，提請審議，計畫書

如附件 9(P.23~86)。 
(二)增設「社會資料科學學分學程」跨系所學分學程，提請核備，計

畫書如附件 10(P.87~128)。 
(三)「跨維綠能材料學分學程」修訂設置辦法如附件 11(P.129~130)。 

三、 110 學年度終止「老化與生活學分學程」，提請審議(附件 12，
P.131~132)。 

擬辦：通過後，通知各學分學程照案實施。 
決議： 
一、109 學年度「智慧運算學分學程」增設案：經在場 12 位委員投票，同

意 12 票、不同意 0 票，本案表決通過。 
二、110 學年度「老化與生活學分學程」終止案：經在場 12 位委員投票，

同意 12 票、不同意 0 票，本案表決通過。 
三、「跨維綠能材料學分學程」設置辦法修訂案：本案未經工學院課程委

員會審議，依程序請補送審議，若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則本案同



 

意備查。 
四、其餘照案通過。 
五、學程計畫書中，授課師資「近五年著作目錄」欄位請修訂為「與學程

相關之五篇著作」，以使資料更聚焦。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本校 109 年度跨領域學分學程評鑑結果如附件 13(P.133~147)，提請討

論。 
說明： 
一、  依據「國立成功大學跨領域學分學程評鑑要點」辦理(如附件 14，

P.148)。 
二、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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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哲學學分學程、鐵道運輸學分學程、電漿學分學程、太空科

學與工程學分學程、美學與藝術跨域學分學程。每一學分學程業經 3

位評鑑委員書面審查，評鑑審查表格式如附件 15(P.149)。 
三、  防災科技管理學分學程本(109)年度為第二週期評鑑，上一週期(104年)

評鑑結果為通過(如附件 16，P.150~152)。 
四、  應用哲學學分學程本(109)年度為第三次接受評鑑，107 年及 108 年評

鑑結果均為待改進，評鑑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 17(P.153~157)，依本校

「跨領域學分學程評鑑要點」規定，若連續三年承辦單位給予待改進

之結果，則該學程停止招生，並於學程之修課學生修畢學程後終止設

立。 
擬辦：討論通過後，將審議結果通知相關單位照案施行。 
決議： 
一、同意「防災科技管理學分學程」依評鑑召集委員統整結果為「待改進」；

請依評審委員意見確實執行，於下一年度再次接受評鑑。 

二、同意「應用哲學學分學程」依評鑑召集委員統整結果為「有條件通過」；

請於一個月內補齊說明後，由承辦單位逕行審視並給予通過或待改進

之結果。 

三、其餘均依評鑑召集委員統整結果為「通過」。 

四、請教學發展中心重新審視修正「跨領域學分學程評鑑要點」相關條文，

以使評鑑程序更順暢。 
 
第三案                   提案單位：藥學系、會計系 

案由：藥學系、會計系提出畢業學分數及必修課程異動案，詳如附件

18(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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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化工系等 4 系(所、學位學程) 
案由：審議化工系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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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學生修讀輔系辦法」第六條(附件 19，P.159~160)、

「國立成功大學學生修讀雙主修辦法」第五條(附件 20，P.161~162)辦
理。 

二、 本次提案系、所、學位學程如下，詳如附件 21(P.163~194)： 
(一)學士班輔系：化工系 1、土木系 2 

(二)學士班雙主修：化工系 3、土木系 4 

(三)碩士班輔系：電漿所 5、土木所 6、熱植所 7。 

(四)碩士班雙主修：電漿所 8、土木所 9、熱植所 10。 

(五)博士班輔系：土木所 11。 

(六)博士班雙主修：土木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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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案               提案單位：應數所等 13 系(所、院) 
案由：審議應數所等 13 系(所、院)共 21 門課程，於 109 學年度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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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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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照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六案               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心、機械系、歷史系 
案由：審議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開授遠距課程案，申請書如附件

23(P.19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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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開授遠距課程共 3 門，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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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機

制哲學導論」。 
(二)機械系陳嘉元老師新開授採遠距教學之主播課程，為「流體力學

特論」。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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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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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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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P.211) (資料已先請部分委員預審)。 

擬辦：審議通過後，由課務組辦理鐘點數加計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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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門課，提請討論。(附件 25，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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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年第 2 學期開設之課程，共計

7 門。 
五、 另，規劃設計學院工業設計系洪郁修老師於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所開

設之「統計方法」符合本校「磨課師數位學習課程」(MOOCs)開課規

定，惟因行政疏失，未能於作業受理期間提出鐘點加計之申請，故擬

補提授課鐘點加計。 
擬辦：審議通過後，由課務組辦理授課鐘點加計。 
決議：照案通過。 
 

參、 臨時動議：無。 

肆、 散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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