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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紀錄 

日期：104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正 

地點：經國樓 D612 會議室 

主席：吳教務長國文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記錄：耿淑娟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前次會議決議(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104 年 3 月 11 日) 

一、通過食保系進修部 103 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食保系  

二、通過美設系進修部四技 102 學年度及 103 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美設系 

三、通過餐飲科日間部五專 100 及 103 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餐飲科 

四、通過餐旅系日間部四技 100 及 101 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餐旅系 

五、通過資媒系日間部四技 103 學年度學分表備註欄誤植修正案。－資媒系 

六、通過時尚系日間部四技 103 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時尚系 

七、通過幼兒保育系日間部四技 102 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幼保系 

八、通過幼兒保育系日間部四技 103 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幼保系 
 
参、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同學參加 104 年度通識教育中心暑期英文密集班課程擬抵免英文課程學分案，提請審議。－通識中心 

說明：1.104-105 年度教育部北區教學資源中心經國 LEADER 計畫分項二「建構主動及安心學習的

優質校園」項下，開設暑期英文密集班兩班。因上課時數共 80節課，達四學分之上課時

數。授課方式均依正常課程要求，至少四次小考，一次期中考，一次期末考。 

2.參與課程缺席率未超過 20％(16節課)且成績及格者，五專部同學得抵免英文(五)與英文

(六)共 4學分 4學時，四技部同學可抵免「英文會話」1學分 2學時課程。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104 學年度日間部二技通識課程學分表規劃案(如附件 p.1)，提請審議。－通識中心 

 說明：1.本案業經通識教育中心本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104.5.20)通過。 

2.為統整並區隔各學制課程名稱及內涵，藝術課程統整為「藝術與人生」，「實用英文」改為

「進階英文」，體育(一)(二)改為體適能(一)(二)。 

3.通識選修課程科目依據四技部通識選修調整開課科目 

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與四技合併開課。 

 討論事項：二技美設系原「創造與思考」更改為「藝術與人生」，原「創造與思考」重補修生可至

四技或二技修習「藝術與人生」抵免。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10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通識課程學分表規劃案(如附件 p.2-3)，提請審議。－通識中心 

說明：1.本案業經通識教育中心本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104.5.20)通過。 

2.比照 103學年度學分表辦理，惟因應招生班級數進行上下學期開課班級的微調。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104 學年度日間部五專部通識課程學分表修訂案(如附件 p.4-5)，提請審議。－通識中心 

說明：1.本案業經通識教育中心本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104.5.20)通過。 
2.因應四技部歷史課程名稱調整，擬將五專部「歷史專題」調整為「歷史與文化」，以方便

五專部同學轉學至四技部時之學分抵免，此外亦能與二技部必修歷史專題有所區隔。 
3.另請護理科協助歷史與文化課程安排上下學期對開，避免歷史領域課程過於集中於上學期，

俾利授課教師之安排。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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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104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通識課程學分表規劃案(如附件 p.6-8)，提請審議。－通識中心 

說明：1.本案業經通識教育中心本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104.5.20)通過。 

2.為統整並區隔各學制課程名稱及內涵，以及因應學生於本校各學制互轉學分之抵免的原則

來制定，學分表如附件。 

3.博雅涵養通識選修科目比照日間部。 

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另行開設選修課，供修習同學抵免兵役。 

討論事項：學分表備註說明，原群核心通識必修課程 30學分 30學時更正為 28學分 30學時。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修正後附件 。 
 
提案六：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幼兒保育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9)，提請審議。－幼保系  

說明：本案業經幼兒保育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4.4.21)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五專幼兒保育科學分表案(如附件 p.10)，提請審議。－幼保系 

說明：本案業經幼兒保育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4.4.21)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11)，提請審議。－老服系 

說明：本案業經老服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104.4.21)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10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系本位課程之教學課綱案(如附件 p.12-16)，提請

審議。－老服系 

說明：本案業經老服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104.4.21)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餐飲廚藝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17)，提請審議。－廚藝系 

說明：本案業經廚藝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104.5.6)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五專餐飲廚藝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18)，提請審議。－廚藝系 

說  明：本案業經廚藝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104.5.6)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102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護理系學分表修正案(如附件 p.19-20)，提請審議。－護理系 

說  明：1.本案業經護理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104.4.29)通過。 
2.修訂 102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學分表，內外科護理學實習 1由三年級上學期調整至三年級
下學期，三年級上學期為 17學分，下學期為 18學分，符合本校選課辦法。 

3.內外科護理學實習Ⅰ變更為外科護理學實習、內外科護理學實習Ⅱ變更為內科護理學實
習。調整後內外產兒精公六科皆在三年級下學期修課，可讓學生於二年級及三年級上學
期時，修畢會擋實習之科目。 

4.將日間部四技護理系 102 學年度學分表的「內外科護理學實習 I」由三年級上學期調整
至三年級下學期，上學期總學分學時調降為 17學分 18學時，下學期總學分學時則調升
為 18學分 54學時。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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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三：103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護理系學分表修正案(如附件 p.21-22)，提請審議。－護理系 

說  明：1.本案業經護理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104.4.29)通過。 

2.為執行設備更新計畫並加強理論與實務之連結，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備註 

基本護理學實驗 1/2 基本護理學實作 1/2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變更為實作 
基本護理學實習 3/6 基本護理學實習 2/6 因增加臨床綜合選習學分時數，故刪減 
身體評估實驗 1/2 身體評估及實作 3/4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課程與實作增加授課

時數並合併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 1/2 內外科護理學實作 1/2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變更為實作 
產兒科護理實驗 刪除 因兒科及產科增加實作學時，故刪除此課 
精神衛生護理學及實驗 3/4 精神衛生護理學及實作 3/4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變更為實作 
社區衛生護理學及實驗 3/4 社區衛生護理學及實作 3/4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變更為實作 
內外科護理學 II2/2 內外科護理學 II3/3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增加授課時數 
兒科護理學 3/3 兒科護理學及實作 3/4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增加實作學時 
產科護理學 3/3 產科護理學及實作 3/4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增加實作學時 
長期照護及實作 2/2 長期照護及實作 2/3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增加實作學時 
生物統計及實作 2/2 生物統計 2/2 因課程目的安排，刪除實作 
臨床選習 2/6 臨床綜合選習 3/9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增加實作學時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二技護理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23)，提請審議。－護理系 

說  明：本案業經護理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104.4.29)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護理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24)，提請審議。－護理系 

說  明：1.本案業經護理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104.4.29)通過。 

2.修正說明如下： 
103學年度四技學分表 104學年度四技學分表 備註 

基本護理學實驗 1/2 基本護理學實作 1/2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變更為實作 
基本護理學實習 3/6 基本護理學實習 2/6 因增加臨床綜合選習學分時數，故刪減 
身體評估實驗 1/2 身體評估及實作 3/4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 

課程與實作增加授課時數並合併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 1/2 內外科護理學實作 1/2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變更為實作 
產兒科護理實驗 刪除 因兒科及產科增加實作學時，故刪除此課 
內外科護理學 II2/2 內外科護理學 II3/3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增加授課時數 
兒科護理學 3/3 兒科護理學及實作 3/4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增加實作學時 
產科護理學 3/3 產科護理學及實作 3/4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增加實作學時 
精神衛生護理學及實驗 3/4 精神衛生護理學及實作 3/4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變更課名 
社區衛生護理學及實驗 3/4 社區衛生護理學及實作 3/4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變更課名 
長期照護及實作 2/2 長期照護及實作 2/3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增加實作學時 
生物統計及實作 2/2 生物統計 2/2 因課程目的安排，刪除實作 
臨床選習 2/6 臨床綜合選習 3/9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增加實作學時 
 護理技能綜合實作 2/3 新增選修課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五專護理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25)，提請審議。－護理系 

說  明：1.本案業經護理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104.4.29)通過。 

2.修正說明如下： 

103學年度五專學分表 104學年度五專學分表 備註 
基本護理學實驗(一)1/2 基本護理學實作(一)1/2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調整課名 
基本護理學實驗(二)1/2 基本護理學實作(二)1/2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調整課名 

身體評估實驗 1/2 身體評估實作 1/2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調整課名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 1/2 內外科護理學實作 1/2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調整課名 
產兒科護理實驗 1/2 產兒科護理實作 1/2 因應設備更新計畫調整，調整課名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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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七：制定 104 學年度進修部二技護理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26)，提請審議。－護理系 

說  明：本案業經護理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104.4.29)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27-30)，提請審議。－運健休系 

說  明：1.本案業經運健休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課程會(104.5.12)通過。 

 2.課程異動及重補修、抵免課程對照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九：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食品保健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31)，提請審議。－食保系 

說  明：本案業經食保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104.5.7)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制定 104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食品保健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32)，提請審議。－食保系 

說  明：本案業經食保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104.5.7)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一：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資訊多媒體應用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33)，提請審議。－資媒系 
說   明：本案業經資媒系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會(104.5.16)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二：103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餐旅管理系學分表修正案(如附件 p.34-35)，提請審議。－餐旅系 

說   明：1.本案業經餐旅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104.5.5)通過。 

2.部份課程及備註修正說明詳見修正對照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三：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餐旅管理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36)，提請審議。－餐旅系 

說   明：本案業經餐旅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104.5.5)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四：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五專餐飲管理科學分表案(如附件 p.37)，提請審議。－餐旅系 

說   明：本案業經餐旅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104.5.5)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五：制定 104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餐旅管理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38)，提請審議。－餐旅系 

說   明：本案業經餐旅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104.5.5)通過。 

討論事項：三上共同必修科目增列「第二外國語－日語」及「第二外國語－日語」，與「實用英文(三)」

為 3選一課程。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修正後附件。 
 
提案二十六：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二技美容流行設計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39)，提請審議。－美設系 

說   明：本案業經美設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104.5.21)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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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七：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美容流行設計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40)，提請審議。－美設系 

說   明：本案業經美設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104.5.21)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八：制定 104 學年度日間部五專美容流行設計科學分表案(如附件 p.41)，提請審議。－美設系 

說   明：1.本案業經美設系 103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104.5.21)通過。 

2.將「職場倫理」課程原一年級下學期調整至二年級下學期，「美容衛生」課程原二年

級下學期調整至一年級下學期。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九：制定 104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美容流行設計系學分表案(如附件 p.42)，提請審議。－美設系 

說   明：本案業經美設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104.5.21)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十：制定 104 學年度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含在職班)學分表及更改課程小組名稱案(如附件

p.43-44)，提請審議。－健管所 

說  明：1.本案業經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所課程會議(104.5.20)通過。 

2.依健管所發展特色方向，制定 104 學年度學分表及更改課程小組名稱說明如下： 

(1)「健康科技」課程小組名稱更名為「健康管理」。 

(2)「自然療法特論」課程名稱改為「健康管理特論」;產業管理組增加「健康產業資訊

分析」課程。 

(3)新生於第一學期入學後，依個人修課規劃，可加選一門選修課 3學分。 

(4)原第二學期「文獻導讀」（2學分/3學時），擬分為兩學期「文獻導讀(1)」與「文獻

導讀(2)」，分別為 1學分 2學時，開課時間為一下與二上。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本校日間部四技通識課程重修替代課程科目表(如附件)，提請審議。－通識中心 

說明：1.因應 103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通識課程學分表變更，102學年度以前入學之日間部四技學生
重補修之替代方案，規劃草案如附件。 

2.本案業經 104年 3月 4日通過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通識業務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103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幼兒保育系學分表修正案(如附件)，提請審議。－幼保系 
說明：備註說明 1.專業選修應為 28學分，誤植為 30學分。 

決   議：通過。 

 

提案三：103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學分表修正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運健休系 

  說明：四下學時總計應為 12，誤植為 10。 

決  議：通過。 
 

提案四：103 學年度日間部五專餐飲廚藝科學分表修正案(如附件)，提請審議。－廚藝系 

  說明：學時合計應為 247，誤植為 249。 

決  議：通過。 

 

伍、主席結論：略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