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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第 40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 05月 08日（三），下午 2:00~4:00 

地    點：存誠樓 MA508會議室 

實到人員：曾惠珠教務長、葉燉烟院長、林泳瀠代理院長、丁一倫代理院長、

蔡長鈞院長、陳盈霓國際長、許淑婷圖資長、謝金安主任（林靜欣

副主任代理）、盧盈光主任、張李曉娟主任、劉昇雯主任（陳慧珠

老師代理）、鍾世和主任、葉育恩主任（鄒淑慧助理代理）、林恒

昌主任、賴錦全主任、曾雅秀主任、胥嘉芳主任、陳昶旭主任（翁

泰坤助理代理） 

教師代表：蔡佳惠老師、王雪芳老師 

學生代表：劉東泓同學 

列席人員：何凱維副學務長、廖敏宏主任、陳駿林組長、巫正淵老師（詹慧純

副圖資長兼代）、張佩湘組長、游宗新組長、丁偉老師 

 

主    席：曾教務長  惠珠                          紀錄：張睿容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出席，今天討論案由較多，懇請各位協助檢視，以利會議有效率達成。

教育部近期來文，針對教學品質查核中，有關辦理推廣教育學分班及抵免有最新規定，

在此拜託各位師長嚴謹遵守相關規定。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5分鐘） 

決  定：洽悉 

項次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一 

通過管理學院申請 109 學年度增設

「企業管理系中小企業經營策略管

理博士班」乙案 

照案通過，依程序已提送第

47次校務會議（108.01.23）

審議。 

管理學院 

二 

通過多媒體動畫設計系與創意商品

設計系申請 109 學年度整併為「數

位媒體與產品設計系」乙案 

照案通過，依程序已提送第

47次校務會議（108.01.23）

審議。 

設計學院 

三 

通過觀光與餐飲旅館系申請 109 學

年度「非特殊項目之院系科學士學

位學程之任一學制增設」乙案 

照案通過，依程序已提送第

47次校務會議（108.01.23）

審議。 

觀光學院 

四 

通過運動保健與防護系申請 109 學

年度「非特殊項目之院系科學士學

位學程之任一學制增設」乙案 

照案通過，依程序已提送第

47次校務會議（108.01.23）

審議。 

健康學院 

前次會議召開日期： 108 年 1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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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工作報告（15分鐘） 
註冊組 

一、學生人數統計： 

全校學生人數：研究所 169人、四技 3,780人、二技 577人、二專 496人，共計 5,022

人 (108/3/15校基庫填報資料，含延修生)。 

二、依據學雜費延繳會議，於第九週彙整日間部分期延繳專簽名冊送校長核示；本學期共有

34件 47人提出。 

三、依據教育部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品質查核意見，部份系科仍有不當抵免學分情形；

提醒各院、系所(中心)主管於審核學分抵免作業時，應朝相類科目進行抵免，科目名稱

不同者，應請學生提出學習佐證相關資料，如課程大綱、教學計畫等，並由系所主管及

中心主任說明同意原因，期使本校教學品質更為精進。 

四、教育部修正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部分條文，重要規定如下： 

(1)教學品質查核為持續列管或未通過之學校，於改善期間不得辦理推廣教育。 

(2)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所修學分之抵免認定，依各校學則或相關規定辦理。但抵免後在

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課程發展組 

一、108學年度第 1學期線上開排課作業自 108年 4月 29日至 108年 5月 10日截止。請各

教學單位依時程辦理開排課作業。並請於排課完成後，各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請先行

以院進行協商，再不足時進行校級跨院、跨部協助。並通知所屬教師登錄教學計畫。 

二、教學計畫於 108年 5月 11日至 108年 5月 26日開放系統填寫，請各教師於期限內上網

填寫，並請於 108年 5 月 31日前繳交教學計畫自我檢核表至各所屬系辦，進行系課程會

議及院課程會議檢核，本組於 108年 7月 15日起陸續以院為單位召開教學計畫檢核會

議。 

三、108學年度第 1學期線上初選作業自 108年 5月 27日至 6月 5日止，開放在校生及延修

生選課，108入學大一新生班級課程只開放查詢，不開放選課。 

四、108產業學院申請日期自 108年 5月 13日至 108年 5月 31日止，本年度預計八系提出

申請。 

 

教學發展中心 

一、108學年度就業學程計畫，本校共申請 5案(企管.多動.時尚.觀光.觀餐)，計畫書已於

108/4/17(三)完成報部作業。 

二、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教學反應調查問卷，已於 108/4/25(四)起至 108/6/28(五)截止，

敬請各位師長務必提醒同學進行問卷填答，或利用班會時間借用電腦教室進行問卷填

寫。 

決  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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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100分鐘） 
案由一：「環球科技大學轉系(科)申請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 

一、為提升轉(系)科彈性，放寬將復學學生得提出申請，並刪除「前一學期不及格科目

之學分不超過該學期總學分 1/2者」之基本條件規定。 

二、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一（p.1~p.3）。 

三、敬請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內容如下表： 

序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1 

第三條  申請轉系(科)學生之基本條

件： 

一、非在休學期間者。 

二、休學中，但於次學期將復學者。 

第三條  申請轉系(科)學生之基本條件： 

一、非在休學期間者。但於次學期核定轉

系時已屆復學期間者，不在此限。 

修正

法規

內容 

 

案由二:「環球科技大學培養學生參與教學活動自主學習辦法」新訂乙案，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說  明: 

一、本校落實「做中學，學中做」的教育理念，啟發學生自主學習及熱心服務精神，主

動協助課堂教師進行教學活動與協助輔導學業落後同儕，以精進個人專業，故新訂

本辦法，如附件二（p.4~p.5）。 

二、敬請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內容如下表： 

序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1 
環球科技大學啟發學生參與教學活動

自主學習辦法 (草案) 

環球科技大學培養學生參與教學活動

自主學習辦法 (草案) 

修正法

規名稱 

2 

第一條  本校為啟發學生自主學習及

熱心服務精神，主動協助課堂教

師進行教學活動與輔導學業落後

同儕，以提升教學品質、強化學

生學習成效，特訂定「環球科技

大學培養學生參與教學活動自主

學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熱

心服務精神，主動協助課堂教師進

行教學活動與輔導學業落後同

儕，以提升教學品質、強化學生學

習成效，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培

養學生參與教學活動自主學習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修正法

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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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3 

第八條  培訓方式 

一、課堂教師進行培訓 

（二）期中須輔導學生撰寫與繳

交其參與輔導過程學習心

得、成果報告，遂養成學

生事情解決與問題描述能

力。 

第八條  培訓方式 

一、課堂教師進行培訓 

（二）期中須輔導學生撰寫與繳

交，其參與輔導過程學習心

得、成果報告，遂養成學生

事情解決與問題描述。 

修正法

規內容 

4 

第十一條 優良自主學習學生遴選 

一、優良自主學習學生之遴選活

動，每學期舉辦一次，獲選

者於次學期相關研習活動時

公開表揚，並予敘獎以資鼓

勵。 

第十一條 優良自主學習學生遴選 

一、優良自主學習學生遴選，每學期舉

辦一次，獲選者於次學期相關研習

活動時公開表揚，並予敘獎，以資

鼓勵。 

修正法

規內容 

 

案由三: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中文鑑賞與應用」課程名稱擬改為「中文鑑賞與應用（一）」，

而「中文口語與表達」課程名稱擬改為「中文鑑賞與應用（二）」乙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一、本案業經通識教育中心文哲組學科領域第 3次教學研究會會議(107.12.10)、通識

教育中心 107學年度第 3次課程委員會議(108.01.09)、通識教育中心 107學年度第

3次中心會議(108.02.19)及 107學年度第 28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108.04.03）討論

通過。 

二、大一中文課程每一學年度下學期，均會與 CWT全民中檢中心合作舉辦中文能力證照

檢定測驗，該證照所欲測試的即是學生的閱讀與寫作能力，且適合在下學期舉辦，

若能將課程改為「中文鑑賞與應用（二）」，則教師有更多的時間來培養學生閱讀及

寫作的能力，也必然能夠提升學生的證照考取率。 

三、近年來教育部的高教深耕計畫共同績效指標(如附件)，已明列「學生中文閱讀寫作

能力提升成效」項目，文哲組也持續執行與此項目相關的子計畫，若能搭配合宜的

課程名稱，將更具成效的提升。 

四、中文鑑賞與應用之「應用」一名涵義甚廣，除了應用文書之外，尚可包含口語與表

達，本課程規劃書即已將中文口語與表達的訓練涵蓋其中。 

五、重新規劃之「中文鑑賞與應用（一）」除有應用文書練習之外，尚會規劃「辦公室

的溝通方法」與「說故事的技巧」兩單元；「中文鑑賞與應用（二）」則有「求職面

試」和「簡報技巧」兩種與口語表達相關的單元設計。綜合「中文鑑賞與應用（一）」、

「中文鑑賞與應用（二）」兩課程的單元內容，經典閱讀、應用文書與口語表達均各

佔三分之一，在這樣的設計下，學生在大一全學年度的中文課程中，將可以同時精

進閱讀、寫作與口語表達三種能力。 

六、若經審核通過，108學年度「中文鑑賞與應用」課程名稱改為「中文鑑賞與應用（一）」，

而「中文口語與表達」課程名稱改為「中文鑑賞與應用（二）」；「中文鑑賞與應用（一）」

抵免「中文鑑賞與應用」，而「中文鑑賞與應用（二）」抵免「中文口語與表達」。 

七、檢附課程修訂對照表、替代課程表、教學大綱、及全學年課程表，如附件三

（p.6~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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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07學年度第 28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108.04.03）出席委員討論意見如下： 

謝金安主任:中文鑑賞與應用已包含口語表達，中文口語表達推動考照，教師推動及

運作有執行困難，並造成困擾。因計劃案而修正。 

游宗新組長:由於技專校院學生學習特性求職需求及口語表達對培養學生專業技能

養成更精確，故於 102學年度，將「中文鑑賞與應用(二)」改為「中文

口語與表達」，且配合高教深耕計畫推動項目著重口語表達為其中之一，

本課程同時也已成為各技專校院學習典範。若再重新修正為「中文鑑賞

與應用(二)」，對計畫執行或達成造成影響，且本校多年來所建立的通

識課程發展特色亦將消失，請各位委員參酌。 

曾惠珠教務長: 

1.若為實施推動困難，應檢討教師授課方式及教學技巧。 

2.中文鑑賞與應用(二)內涵包括求職等與職涯發展課相近，而中文口語

與表達更明確符合學生需求。 

林泳瀠院長:中文課程涵蓋大一學生的基礎打底，應透過教師的教學道德及教學方式

的調整，更能實質的幫助學生。本人不贊成修正。 

李純誼副處長:以進修學制觀察，學生喜歡課程名稱明確的專業學習，以教育立場而

言，「中文口語與表達」更為學生接受，而教師課程設計，是否符合學

生的需求有待商榷。 

九、敬請討論。 

討  論: 

林靜欣副主任:「中文鑑賞與應用（一）」、「中文口語與表達」是屬於基礎通識，通

識教育中心希望各位委員同意，讓通識在基礎教育這個部分再扎深一點，

未來授課內容會要求日間部夜間部通識課程老師，必須遵循教學大綱上

課，以免產生教學品保漏洞。 

葉燉烟院長：從提案說明上看課程是嚴謹的，但當初課程為「中文鑑賞與應用（一）」、

「中文口語與表達」一定有其要達到之教育目標，如果現在教育目標改

變，以提案說明的角度來看其是一個技術面的陳述，不是一個教育目標

設計原理的陳述，所以要改變說服力不夠。 

蔡長鈞院長:通識中心在提案說明第二點及第五點中，有列舉想要更改的重點，故予

以尊重。 

決  議： 

一、本案採不記名表決，現場出席委員 21位，同意 13位，不同意 1位，棄權 7位。修

正後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一）修正「課程修訂對照表」中英文科目名稱。 

（二）檢附「教學大綱」。 

 (三) 各教學單位 108學年度入學全學年課程表，依本案由決議進行修正。 

 

案由四：「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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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105學年度技專校院實習課程評鑑報告建議增列實習學生為丙方，以調整實習合

約為三方合約。 

二、另配合組織調整與現況，修正相關文字，合約書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合約書如附件

四（p.13~p.16）。 

三、敬請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內容如下表： 

序號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說明 

1 

丙 方： 

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丙 方：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修正丙方

基本資料 

 

案由五：各教學單位「日間部畢業資格門檻規則」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

冊組） 

說  明： 

一、依據「環球科技大學日間部學生畢業資格審查要點」第五點規定辦理。 

二、提出修正之法案，共 10案，分別為：企業管理系學生三力認證標準及作業要點、資

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日間部畢業門檻規則、行銷管理系日間部畢業門檻實施規則、

時尚造型設計系日間部學生畢業資格審查原則、多媒體動畫設計系學生畢業門檻實

施要點、創意商品設計系畢業資格門檻規則、餐飲廚藝系日間部學生畢業資格審查

要點、觀光與餐飲旅館系日間部畢業資格門檻規則、生物技術系日間部畢業資格門

檻規則，幼兒保育系日間部畢業資格門檻規則。 

三、各教學單位日間部畢業門檻資格規則修正法規一覽表、修正對照表、修正後法規，

詳如附件五（p.17~p.60）。 

四、敬請討論。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一）法規名稱統一修正為「環球科技大學○○○系日間部畢業資格門檻規則」。 

（二）法規新法首次紀錄統一修正為「訂定」;後續修法紀錄統一修正為「修正」。 

（三）首條法規末句統一修正為：特依據「環球科技大學日間部學生畢業資格審查要

點」訂定『環球科技大學○○○系日間部畢業資格門檻規則』(以下簡稱本規

則)。 

（四）末條法規統一修正為：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案由六：觀光學院觀光與餐飲旅館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追認乙案，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觀光學院）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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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務處課程發展組 OAAC-D-2018-0018會辦單辦理。  

二、本案業經觀光與餐飲旅館系第 3次系務會議(107.01.07) 及本院第 8次院務會議通

過之決議辦理。 

三、觀光與餐飲旅館系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及系課程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詳如附件

六（p.61-p.63）。 

四、敬請討論。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一）法規新法首次紀錄修正為「訂定」;後續修法紀錄統一修正為「修正」。 

（二）條文二之「（四）本委員會執行秘書由本系助理擔任」修正為「（四）本委員

會執行秘書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 

 

案由七：環球科技大學「106 學年度教學品保評估報告」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

學發展中心) 

說  明： 

一、依據本校教學品保作業要項辦理。 

二、依據 106學年度執行成效，4個學院及 16個系所（含通識教育中心），皆已完成「106

學年度教學品保評估報告」，且業經相關會議審議通過。詳如附件七（p.1）所示。 

三、106學年度教學品保 7項重要績效指標（核心能力達成率、在學率、證照張數取得

率、核心證照取得率、畢業通過率、就業率(畢業後一年)、就業率(畢業後三年)，

評等結果之校合計平均值與 105學年度比較，分別有 4項提升、3項下降，相關明

細詳如詳如附件七（p.2~p.9）所示。 

四、各教學單位「106 學年度教學品保評估報告」詳如附件七（p.10~p.190）所示。 

五、敬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環球科技大學東南亞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教學品保計畫書」新增乙

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  明： 

一、依據本校 107學年度第一次教學品保推動委員會（107/9/19）決議辦理。 

二、東南亞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為本校 107學年度新設系所，本案業經「東

南亞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07學年度第 3次學程會議」（107/12/5）

及「管理學院 107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108/1/3）審議通過。 

三、「東南亞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教學品保計畫書」詳如附件八

（p.64~p.69）。 

四、敬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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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九：因應組織規程修正，各項相關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本次包裹式修正之法規為因應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各項法規僅 (一)組織名稱變更、

(二)職務名稱變動，進行修正。 

二、各單位提出修正之法案，共計 3案。分別為圖書資訊處 1案、學務處 1案、通識教

育中心 1案。 

三、因應組織規程修正法規一覽表、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法規，如附件九（p.70~p.85）。 

四、敬請討論。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一）法規新法首次紀錄統一修正為「訂定」。 

（二）「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條文二之「（四）本委員會

執行秘書由本中心副主任擔任」修正為「（四）本委員會執行秘書由本中心主

任指派一人擔任」。 

 

案由十：管理學院「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課程科目表(108學年度入學適用)修訂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  明： 

一、 依據 107年 10月 19日所課程委員會議、107 年 10月 25日所務會議、108年 03月

04日學院課程委員會及 108年 04月 03日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 本案因應管理學院近期申請華文商管系所品保(QACPB)認定，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配合調整課程進行修訂。 

三、 本案修訂說明如下： 

(一)改列「非營利組織發展與管理」課程列為一下必修； 

(二)增列創業課程「非營利組織與公益創投」課程為非營利組織模組一下選修； 

(三)將「環保運動與永續環境發展研究」課程改為一上選修。相關資料如附件 1。 

四、 檢附課程修訂對照表、全學年課程表如附件十（p.86~p.87）。 

五、 敬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一: 「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行銷管理系課程科目表(108學年度入學適用)」修訂乙

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  明: 

一、本案依據行銷管理系 107學年度第 4次系課程會議(108.02.27) 、108年 03月 04

日學院課程委員會、107學年度第 28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108.04.03）決議辦理。 

二、本次課程修訂原由如下: 

(一)因應科技發展，行銷工具益發多元，配合行銷市場發展趨勢，故新訂課程。 

(二)因應更多元領域學習而新增課程數，並調降部分課程學分數。 

(三)刪除內容與高職課程重覆較多的「門市溝通與禮儀」、「電腦軟體證照檢定」、

「電腦軟體進階檢定」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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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課程修訂對照表、替代課程表、全學年課程科目表及學分配當表(108學年度入

學適用)，如附件 十一（p.88~p.93）。 

四、敬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二：「視覺傳達設計系」日四技全學年課程科目表(108學年度入學適用)修訂乙案，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設計學院） 

說  明： 

一、依據視覺傳達設計系 107學年度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108.02.27)、設計學院 107

學年度第 3次院課程委員會(108.03.19) 及 107學年度第 28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108.04.03）決議辦理。 

二、為強化學生專業設計技能，培養學生產業實務經驗，並協助實習機構培育實用專業

人才，擬將原本的專業必修課程「校外實習/三上」更改至四上修業，以使學生更增

進工作技能實務技巧。 

三、因「校外實習」挪至四上授課，造成二至四年級每學期開課學分數未達到學生最低

修課下限(16學分)，於是更動「文字造形與編排」、「色彩計畫管理」的授課學期以

符合每學期之學分配當表。 

四、原四下之專業必修課程「商業攝影」，因與二上之專業選修課程「攝影」屬性相近，

因此刪除此課程，並更改由「環境視覺設計」為替代課程。 

五、檢附課程修訂對照表、替代課程表、全學年課程科目表及學分配當表(108學年度入

學適用)，如附件十二（p.94~p.99）。 

六、敬請討論。 

決  議： 修正後通過。修正「課程修訂對照表」中英文科目名稱。 

 

案由十三: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日四技全學年課程科目表(108學年度入學適用)修訂乙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設計學院) 

說  明: 

一、依據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107學年度第 4次系課程委員會、設計學院 107學年度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及環球科技大學 107學年度第 28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能讓同學完整學習數位音樂之相關課程，以利四年級專題製作，動畫與互動模組

「必、選修課程」異動如下： 

(一)數位錄音製作由三下調整至三上授課； 

(二)配樂與音效由四上調整至三下授課； 

(三)地方文創產業實務由三上調整至四上授課。 

三、檢附課程修訂對照表、全學年課程科目表及學分配當表(108學年度入學適用)，如

附件十三（p.100~p.103）。 

四、敬請討論。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十四:「運動保健與防護系」105-107學年度日四技全學年課程修訂乙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健康學院）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第 87次行政會議(108.02.20)研發處工作報告—修讀三創課程人數未達 KPI，

且為強化系上學生三創知能，研擬於課程中加入三創元素之設計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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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 108年 03月 04日系課程會議、03月 04日系務會議、03月 14日學院課程

委員會議及 108年 04月 03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決議辦理。 

三、本次擬將 105、106、107學年度全學年課程表中之「遊程規劃設計實務」修正為「遊

程規劃創新設計」；「活動企劃專案管理專題」修正為「創意活動企劃專題」。 

四、檢附課程修訂對照表、替代課程表、全學年課程表(105-107)及學分配當表，如附件

十四（p.104~p.112）。 

五、敬請討論。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十五:「幼兒保育系」日四技全學年課程科目表(108學年度入學適用)修訂乙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健康學院）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08年 02月 18日系課程會議、02 月 18日系務會議、03 月 14日學院課程

委員會議及 108年 04月 03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決議辦理。 

二、 依據 107學年度全學年課程表，擬將原課程表中之「兒童多元創意活動規劃與實務」

修正為「兒童多元創意活動規劃與服務」；刪除「創意管理與感動服務實務」及「建

構式玩具科技組合與製作」兩科，並新增「健康月子餐點設計與實務」及「親子樂

廚設計與實務」兩科。 

三、檢附課程修訂對照表、替代課程表、全學年課程表及學分配當表，如附件十五

（p.113~p.117）。 

四、敬請討論。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一）修正「課程修正對照表」。 

（二）修正「替代課程表」 

 

案由十六: 觀光學院餐飲廚藝系（108學年度入學適用）日四技全學年課程科目表修訂乙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觀光學院） 

說  明： 

一、依 108年 02月 27日系課程委員會議、108年 03月 25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8年 04

月 03日及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因應校外課程委員審議會議之外部專家(學者專家、產業界人士、校友)課程意見，

依據本系五大系核心能力指標，輔助學生學習力專業技術增強並提升學生畢業後就

業率，故修訂 108學年度入學大學四年制全學年課程表。 

三、檢附課程修訂對照表、全學年課程表(108學年度入學適用)及學分配當表，詳如附

件十六（p.118~p.121）。 

四、敬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 （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