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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紀錄 
日期：105年 5月 25日(三)下午 14：00正 

地點：中山樓 H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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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105年 3月 16日)決議執行情形 

一、通過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105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二、通過食保系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 102~104學年度及進修專校二專 104學分表「食品分析檢驗

及實習」課程名稱更改為「食品分析及實習」案。－食保系 

三、通過美設系進修部四技 104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美設系 

四、通過餐飲管理科日間部五專 103及 104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餐旅系 
 

参、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日間部二技、四技、五專通識課程 105學年度學分表規劃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通識
中心 

 說明：本案比照 104學年度學分表辦理，業經 105年 4月 19日通識教育中心本學期第 1次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105學年度進修部二技、四技通識課程學分表規劃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通識中心 
 說明：1.進修部二技通識課程由 18學分 20學時調降為 13學分 14學時，刪除「歷史專題」、「進階

英文」以及「體適能二」3門課程共 5學分 6學時。 
2.進修部四技通識課程由 36 學分 38 學時調降為 32 學分 34 學時，刪除「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以及「第二外國語」兩門課程共 4學分 4學時。 

3.本案業經 105年 4月 19日通識教育中心本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105學年度進修專校二專通識課程學分表規劃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通識中心 
 說明：1.進修專校二專，由 22學分 24學時調降為 20學分 22學時，刪除「藝術概論」1門課程共 2

學分 2學時。為因應 1日班排課時段，各課程開課學期別，由各系自訂。。 
2.本案業經 105年 4月 19日通識教育中心本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因應 1日班排課時段，
各課程開課學期別，由各系自訂。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105學年度進修學院二技通識課程學分表規劃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通識中心 
 說明：1.進修學院二技通識課程科目表比照進修部二技辦理，由 18 學分 20 學時調降為 13 學分 14 學

時，刪除「歷史專題」、「進階英文」以及「體適能二」3門課程共 5學分 6學時。 
2.本案業經105年 4月19日通識教育中心本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因應1日班排課時段，
各課程開課學期別，由各系自訂。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本校同學參加通識教育中心辦理暑期英文密集班抵免英文課程學分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通

識中心 
 說明：1.教育部北區教學資源中心計畫項下「通識中心英文小組輔導課程」，開設 104學年暑期英文密

集班。上課時數共 80 節課，達四學分上課時數。授課方式均依照正常課程要求，至少四次小
考，一次期中考，一次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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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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四技同學可抵免「英文會話」課程。 日間部二技部同學限參加中級英檢課程
(B1)且通過 B1英檢者，可抵免「進階英文」。 

3.103 學年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內容僅規範四技與五專同學課程抵免科目，未規範二技課程
可抵免科目。本校有數位二技同學參加 103學年暑期英文密集班，出席率高於 80%且均通過
學科測驗與所屬英檢級別。擬請同意追認抵免所屬二技課程 2學分之「實用英文」。 

4.建議本項學分抵免未來採取通案處理，擬請委員同意未來參與暑期英文密集班符合上述條件
之本校學生，允許抵免相對應學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本校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含在職班)105 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健研所 
 說明：1.本所於 105 年 4 月 27 日辦理課程專家會議，參考課程委員之建議修改本所課程：(1) 共

同必修：「產業研究方法」提前至一上，配合「文獻導讀」一年級上下學期，讓學生熟悉文
獻查閱以及研究設計之技巧。 

2.專業必修三門課，將分散於三個學期；「健康產業管理專題研究」課程，本在一上，原為引
導研究生對健康產業領域的初步認識，但專題講座已邀請各產業之業者蒞校指導，故將此
課程移至第三學期，以深入各產業之研究議題、協助研究生論文為主要教學內容。 

3.專業選修：因本所目前之研究生均以在職為主，未在職者也會找工作，因此「校外實習」
刪除；「健康產業資訊分析」更名為「健康產業資訊分析與應用」。健康管理群組之課程：
刪除「中國文學的養生觀與生活美學」；「高齡健康照護議題」更名為「高齡健康照護」；「自
然療法檢測與諮詢」更名為「健康管理檢測與諮詢」；「芳香輔助療法」更名為「芳香與植
物輔助療法」，以含括園藝療法與植物療法。 

4.另加開兩門新課程：「輔助療法特論」，培養經絡與能量醫學、音樂療法等未來較熱門之議
題；「健康促進理論與應用」，加強本所健康管理與健康促進的專業能力。 

5.備註部分：第 3 點：選修課程需滿 5 人以上才開課；選修之學期則依個人選修學分需求而
定。並加註第 4點：日間部專題講座隔年開課。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本校日間部四技、五專餐飲廚藝系(科)105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廚藝系 
 說明：本案沿用 104學年度學分表，業經廚藝系本學期第 5次系課程委員會(105.4.13)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本校日間部四技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105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資媒系 
 說明：1.原四下專業必修「產業實習/實務報告」(3學分/3學時)、「產業實習/實習報告撰寫」(4學分/4

學時)、「產業實習/職場倫理」(3 學分/3 學時)更改為專業選修，學分學時不變。 
2.本案業經資媒系本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105.5.3)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本校日間部四技幼兒保育系 104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如附件)，提請審議。－幼保系 
 說明：1.修改「嬰兒照護」模組課程之開課順序，修訂對照表如下: 

課目名稱 修正後開課學期 原開課學期 

嬰兒學習環境與活動規劃 106-1 107-2 

嬰兒營養與餐點製作 107-2 106-1 

2.本案業經幼保系本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105.4.26)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本校日間部四技、五專幼兒保育系(科)105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幼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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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本案四技比照幼保系修正後 104學分表辦理，五專則沿用幼保科 104學分表，業經幼保系本
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105.4.26)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本校進修專校二專幼兒保育科 104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幼保系 
 說明：1.104學年度「下學期 1」基礎必修小計修正為 2學分 2學時。 

2.105學年度上學期「特殊幼兒教育（3學分、3學時）」改至第 1階段、「婦嬰護理（2學分、
2學時）」改至第 2階段。 

3.修正備註 2：必修科目七十二學分:含共同科目二十二學分，專業基礎科目八學分，專業核
心科目十九學分，校定必修科目二十三學分。 

4.本案業經幼兒保育系本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105.05.17)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本校進修專校二專幼兒保育科 105 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幼保系 
 說  明：本案業經幼兒保育系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105.05.17)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本校進修學院二技幼兒保育系 105 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幼保系 
 說  明：本案業經幼兒保育系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105.05.17)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本校日間部四技、五專餐旅(飲)管理系(科)105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提請審議。－餐旅系 
 說 明：1.日間部四技學分表修正如下： 

序
號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1 二上-餐飲管理 一下-餐飲管理 修正開課學期 

2 一下- 
餐旅日語、餐旅法語(2選 1) 

二上- 
餐旅日語、餐旅法語(2選 1) 

修正開課學期 

3 三下- 
統計與資料處理、市場調查
與分析(2選 1)2學分/2學時 

三下- 
調理食品應用與管理、綠色餐
旅產業概論、餐廳設計與規劃

(3選 1)2學分/2學時 

三下刪除原3選1
科目，「統計與資
料處理」原必修
調整為選修科目
2 選 1,學分學時
未變 

4 四下- 
精品咖啡實務、侍酒師實務
(2選 1)2學分/2學時 

四上- 
顧客關係管理、餐旅財務會計
管理、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
統(3選 1)2學分/2學時 

原為四上 3選 1，
科目更改為2選1
並移至四下,學
分學時未變 

2.日間部五專學分表修正如下： 
序
號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1 五上- 
宴會與外燴管理、休閒事業經
營與管理(2選 1)2學分/2學時 

五上- 
宴會與外燴管理、會議與展
覽管理(2選 1)2學分/2學時 

更改科目 

2 五下- 
餐飲美學與花藝設計、精品咖
啡實務(2選 1)2學分/2學時 

五下- 
餐飲美學與花藝設計、休閒
事業經營與管理(2選 1)2學
分/2學時 

更改科目 

3.本案業經餐旅管理系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5.05.17)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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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五：本校進修部四技餐旅管理系 105 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餐旅系 

 說 明：1.依通識中心課程會議通過之 105學年度通識課程科目表修正草案修正。 

 2.修正如下： 

序
號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1 三上-菜單設計（2學分/2學時） 三上-菜單設計成本控制（2學分
/2學時） 

修正科目名稱 

2 三上- 
房務管理與實務（3學分/3學時） 

三上- 
房務管理與實務（2學分/2學時） 

修正學分學時 

3 三上- 
餐旅資訊系統（2學分/2學時） 

 新增專業必修 

4 三上- 
餐旅日語、餐旅法語(2選 1) （2
學分/2學時） 

三下- 
餐旅日語、餐旅法語(2選 1) （2
學分/2學時） 

修正開課學期 

3.本案業經餐旅管理系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5.05.17)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本校進修專校二專餐飲管理科105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餐旅系 
 說明：1.依通識中心課程會議通過之 105學年度通識課程科目表修正草案修訂。 

2.修正如下： 

序
號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1 一年級下學期 1- 
餐飲營養學（2學分/2學時） 

一年級下學期 1-食品與營養（2
學分/2學時） 

修正科目名稱 

2 二年級下學期 1- 
中華飲食文化（3學分/3學時） 

二年級下學期 1- 
飲食文化（2學分/2學時） 

修正科目名稱 

3 一年級下學期 1- 
食物製備（2學分/2學時） 

 新增專業必修 

4 三上- 
餐旅日語、餐旅法語(2選 1) （2
學分/2學時） 

三下- 
餐旅日語、餐旅法語(2選 1) （2
學分/2學時） 

修正科目名稱 

5 二年級下學期 2- 
菜單設計（2學分/2學時） 

二年級下學期 2- 
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2學分/2
學時） 

修正科目名稱 

6 二年級下學期 2- 
房務管理與實務（3學分/3學時） 

二年級下學期 2- 
客房管理實務（3學分/3學時） 

修正科目名稱 

3.本案業經餐旅管理系本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5.05.17)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本校進修學院二技餐旅管理系 105 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餐旅系 
 說明：1.依通識中心課程會議通過之 105學年度通識課程科目表修正草案修訂。 

2.修正如下： 

序
號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1 三年級上學期-西洋飲食文化 
（2學分/2學時） 

三年級上學期-企業管理（2學
分/2學時） 

更改科目 

2 三年級上學期- 
餐旅成本控制(2學分/2學時) 
三年級下學期 1- 
顧客關係管理(2學分/2學時) 
三年級下學期 2- 
餐飲微型創業(2學分/2學時) 

 新增專業必修 

3 三年級下學期 2- 
進階飲料管理與調酒(3學分/3學
時) 

三年級下學期 2- 
飲料管理與調酒(3學分/3學
時) 

修正科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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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年級下學期 1- 
異國料理、台灣料理 (2選 1) (4
學分/4學時) 

三年級下學期 1- 
異國料理與餐食文化、台灣料
理製作與推廣(2選 1) (4學分
/4學時) 

修正科目名稱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本校日間部四技食品保健系 105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食保系 
 說明：1.日間部一年級上學期「烘焙學及實習」及「米麵食製備及實習」二選一 2學分/3學時改為

3學分/4學時；二年級上學期「保健食品概論」移至三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下學期「生物
化學及實習」2學分/3學時改為 3學分/4學時；刪除三年級上學期「營養生化」及「臨床
營養」二選一 2學分/2學時。 

2.本案業經食品保健系本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105.5.12)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九：本校進修部四技食品保健系 105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食保系 
 說明：1.進修部因通識共同必修課程刪去 4 學分/4 學時，故一年級上學期第 1 階段「食物學原理」

2 學分/2 學時改為「食物學原理及實習」4 學分/4 學時；刪除「食品原物料學」2 學分/2
學時；「食品微生物學及實習」3學分/3學時改為 4學分/4學時；一年級下學期第 1階段「麵
包製作」3 學分/4 學時改為 4 學分/5 學時；二年級下學期第 1 階段「保健食品概論」移至
三年級上學期第 1階段；「巧克力製作」3學分/3學時改為 4學分/4學時；三年級上學期第
1 階段「食品化學」3 學分/3 學時改為 4 學分/4 學時；三年級下學期第 1 階段「食品安全
管理系統」及「食品工廠管理」二選一 3學分/3學時改為 2學分/2學時；四年級上學期「官
能品評及實習」3學分/3學時改為 4學分/4學時。 

2.本案業經食品保健系本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105.5.12)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本校進修專校二專食品保健科 105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食保系 
 說明：1.依通識中心課程會議通過之 105學年度通識課程科目表修正草案修訂。 

2.本案業經食保系本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105.5.12)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一：本校進修學院食品保健系 105 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美設系 
 說明：1.依通識中心課程會議通過之 105學年度通識課程科目表修正草案修訂。 

2.本案業經食保系本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105.5.12)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二：本校日間部四技老服系 103、104 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如附件)，提請審議。－老服系 

 說明：本校業經老服系本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105.5.11)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三：本校日間部四技老服系 105 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老服系 

 說明：本校業經老服系本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105.5.11)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四：本校進修學院二技老服系 1 0 5 學年度學分表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老服系 

 說明：本校業經老服系本學期第 3次系課程會議(105.5.19)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五：本校日間部美容流行設計系(科)四技、五專 104學年度及五專 103學年度學分表 
            修正案(如附件)，提請審議。－美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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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1.為鼓勵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將證照輔導與課程結合，進行課程調整。 
2.日間部四技美容流行設計系 104學年度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別 修正前 修正後 備註 

105學年度 
下學期 

美容進階技能實務(3/3) 美容進階技能實務(3/4) 增加學時 

3.日間部五專美容流行設計科 104學年度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別 修正前 修正後 備註 

105學年度 
下學期 

 美容初級技能實務(3/4) 新增 

107學年度 
上學期 

美容進階技能實務(4/4) 
芳香療法實務(3/3) 
基礎化妝品調製與實驗
(2/3) 

指甲彩繪(二)(2/3) 
芳香療法實務(3/3) 
基礎化妝品調製與實驗
(2/3) 
產業實務生涯講座(1/2) 

課程調整 

新增課程 

107學年度 

下學期 

化妝品檢驗(2/3) 
美髮梳編(二)(3/3) 
新娘整體造型設計(3/3) 
指甲彩繪(二)(3/3) 

化妝品檢驗(2/3) 
美髮梳編(二)(3/3) 
新娘整體造型設計(3/3) 
美容進階技能實務(3/4) 

 

4.日間部五專美容流行設計科 103學年度學分表修正對照表 

學期別 修正前 修正後 備註 

106學年度 

上學期 

美容進階技能實務(4/4) 
芳香療法實務(3/3) 
基礎化妝品調製與實驗
(2/3) 

指甲彩繪(二)(2/3) 
芳香療法實務(3/3) 
基礎化妝品調製與實驗
(2/3) 
產業實務生涯講座(1/2) 

課程調整 

新增課程 

106學年度 

下學期 

化妝品檢驗(2/3) 
美髮梳編(二)(3/3) 
新娘整體造型設計(3/3) 
指甲彩繪(二)(3/3) 

化妝品檢驗(2/3) 
美髮梳編(二)(3/3) 
新娘整體造型設計(3/3) 
美容進階技能實務(3/4) 

 

107學年度 

下學期 

畢業製作(4/4) 
流行造型設計(二)(3/4) 
美容企業經營與實務
(2/2) 
假髮製作與應用(3/4) 

畢業製作(4/4) 
流行造型設計(二)(3/4) 
美容企業經營與實務
(2/2) 
假髮製作與應用(4/4) 

增加學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六：本校日間部二技、四技、五專美容流行設計系(科)105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

請審議。－美設系 
 說明：本案業經美設系本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及專家學者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七：本校進修專校二專美容流行設計科 105 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美設系 
 說明：本案業經美設系本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及專家學者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八：本校進修學院美容流行設計系 105 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美設系 
 說明：本案業經美設系本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及專家學者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九：本校日間部四技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105 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運健休系 



 7 

 說明：自 105學年度起更名為「觀光休閒與健康系」，本案業經本學期第 2次課程會議(105.4.26)
通過。修正對照表如下: 

課程名稱 原修期別 異動後 異動後名稱 說明 

休閒遊憩概論 一上 一下 觀光學概論 
刪除休閒遊憩概論課
程，由觀光學概論替代 

服務禮儀 一下 三上 職場倫理 刪除服務禮儀課程，由
職場倫理替代 

航空票務與實務 一下 二上     

運動訓練學 二上 一下     

休閒產業經營與管理 二上 一下     

旅遊行程設計 二上 二下     

運動能力診斷 二下 二上     

運動教學教材設計與實務 三上 二上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十：本校進修專校二專觀光休閒與健康科 105 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運健

休系 
 說明：自 105學年度起更名為「觀光休閒與健康科」，本案業經本學期第 3次課程會議(105.5.16)

通過。修正對照表如下: 

課程名稱 原修期別 異動後 異動後名稱 說明 

實用中文(一) 一上 二上第二階段     

憲法、人權、政府 一下第二階段 一下     

環境與健康 一下第二階段 一下     

電腦應用 一上第二階段 一下第二階段     

實用英文(二) 一下 一上第二階段     

運動營養學 一下第二階段 一下     

休閒遊憩概論 一上   觀光學概論 刪除原課程，由觀光
學概論替代 

現代科技與人類文明 二上第二階段 一上     

台灣史與文化 二下第二階段 二上     

藝術概論 二下第二階段     刪除 

重量訓練指導與實務 二上第二階段 二上     

運動心理學 二上 二上第二階段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二上 二上第二階段     

健康運動處方 二上 二下     

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 二下 二下第二階段     

健康體重管理與實務   二下第二階段   新增 

職前教育 二下   職場倫理 更名 

 
 
提案三十一：本校進修學院二技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105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運健休系 
 說明：自 105 學年度起更名為「觀光休閒與健康系」，學分表備註一，內容改為共同科目 7 學分；

專業基礎科目 41學分；校定選修科目 18學分。本案業經本學期第 2次課程會議(105.4.26)
通過。修正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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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原修期別 異動後 異動後名稱 說明 

體適能(一)、體適能(二) 一上、下 一上 體適能 合併 

進階英文 一下     刪除 

觀光休閒網頁設計 一下     原 3學分 3學時， 
改為 2學分 2學時 

健康體能活動設計 一下第二階段 一下     

瑜珈與皮拉提斯 一下第二階段 一下     

觀光日語   一下   
新增 2選 1專業選修 

觀光英語   一下   

休閒體驗實務   一下第二階段   
新增 2選 1專業選修 

休閒桌遊實務   一下第二階段   

歷史專題 二上     刪除 

旅遊行程設計 二上     原 3學分 3學時， 
改為 2學分 2學時 

航空票務與實務 二上     原 2學分 2學時， 
改為 3學分 3學時 

運動志工理論與實務 二上   
觀光行政與

法規 
刪除運動志工理論與實務課
程，由觀光行政與法規替代 

運動與休閒專題 二上   
觀光資源 
概要 

刪除運動與休閒專題課程，
由觀光資源概要替代 

網球運動指導法 二下第二階段 二上     

壘球運動指導法 二下第二階段 二上     

戶外休閒體驗   二下第二階段   
新增 2選 1專業選修 

水域休閒體驗   二下第二階段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十二：本校日間部四技護理系 104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如附件)，提請審議。－護理系 
 說明：1.原規劃於二年級上學期之「營養學及實驗」(3 學分 4 學時)，為配合實習進程，故重新調

整課程為二年級上學期「營養學及實驗 I」(2學分 2學時)及二年級下學期「營養學及實驗
II」(1學分 2學時)。 

2.本案業經護理系本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十三：本校日間部二技、四技、五專護理系(科)105學年度學分表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護理系 
 說明：1.日間部二技沿用 104學年度學分表。 

2.日間部四技學分表修正說明： 
(1)為加強學生於護理相關基本知識，奠定扎實之基礎，除有利於往後課程銜接，學生在臨

床實習上也能更快進入狀況，故重新規劃「基本護理學 3/3」課程為 105-2「基本護理
學及實作 I」2學分/3學時及 106-1「基本護理學及實作 II」3學分/4學時。 

(2)「身體評估及實作 3/4」為兼顧學生於學理及實作上之專業程度，故重新規劃為「身體評
估與實作I」2/學分2學時及「身體評估與實作II」1學分/2學時，並調整開課時間至106-1，
避免造成學生於該學期課業壓力過重，影響整體學習成效。 

(3)為使臨床實習類別清楚，修改「臨床綜合選習(I)」課程名稱為「臨床選習(內外科)」
及「臨床綜合選習(II)」課程名稱為「臨床綜合選習」，學分學時數不變，且基本護理
學實習、內外科護理學 I、II、內外科護理學實作任一科目不及格，即不得參加內外科
護理學實習、臨床選習(內外科)、臨床綜合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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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課程調整，本校四年制護理系 105學年度入學者，畢業學分至少須修過 134學分/199
學時(原 133學分/197學時)，其中包括共同必修科目 26學分、博雅涵養通識選修 8學
分、專業必修 90學分、專業選修 10學分。 

(5)日間部四技學制課程調整如下: 

104學年度四技學分表 105學年度四技學分表 備註 

基本護理學 3/3(二上) 基本護理學及實作 I  2/3(一下) 104學年度刪
除，105學年度
重新規劃課程。 基本護理學實作 1/2(二上) 基本護理學及實作 II 3/4(二上) 

身體評估及實作 3/4(二下) 身體評估及實作 I  2/2(二上) 
身體評估及實作 II 1/2(二上) 

配合課程調整，
重新規劃。 

臨床綜合選習(I)3/9(三下) 臨床選習(內外科)3/9 (三下) 修改課程名稱。 

 
3.日間部五專學分表修正說明： 

(1)經收集調查護理專科及科技大學有關「化學科目」及「解剖學科目」開課學分學時情況，
本校護理科化學相關課程較多，而解剖學較少，見附件「各校化學相關課程 VS 解剖學
課程學分學時表」。 

(2)日間部五專學制為增加護理師考照率，課程規劃應更著重於與「護理」相關之課程上，
故重新調整基礎必修課程「解剖學 2/2」，增加學分學時為 3 學分/3 學時，以提升護理
專業程度，建議化學相關課程調整，調整課程後 105-1總學分學時為 27學分/30學時，
105-2總學分學時為 24學分/27學時。 

(3)日間部五專學制課程調整如下: 

104學年度五專學分表 105學年度五專學分表 備註 

化學實驗 1/2(一上) 合併至通識化學  

解剖學 2/2(一上) 解剖學 3/3(一上) 增加考照率及加強專業
知識，增加學分學時。 

應用生態學及實驗 2/3(一下) 應用生態學 2/2(一下) 調整課程學時。 
4.本案業經護理系本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105.4.6)通過。 

 
討論內容：日間部五專學制課程調整如下: 

104學年度五專學分表 105學年度五專學分表 備註 

解剖學 2/2(一上) 解剖學 3/3(一上) 增加考照率及加強專業
知識，增加學分學時。 

應用生態學及實驗 2/3(一下) 應用生態學及實驗１
/2(一下) 

調整課程學時。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修正後附件。 
 
提案三十四：本校進修部二技護理系 105學年度學分表(含學分班)制定案(如附件)，提請審議。－護理系 
說 明：1.本系課程發展重視臨床照護與社區照護能力培養，二技課程亦多方考量要能與臨床接軌，

尤進修班學生多為社會人士，故課程規劃應更著重於對實際臨床工作及對現實層面上有助
益之課程，面對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醫療照護」勢必成為新焦點。 

2.針對社區照護上，將四年級下學期選修課程「長期照護」2 學分/2 學時修改為專業必修課
程，課名及學時學分數不變，新增「高齡照護」2 學分 2 學時，以因應當前各國皆面臨高
齡化社會之趨勢。 

3.為加強學生專業英文能力，將三年級下學期專業選修課程「臨床醫護術語與應用」2 學分
/2學時修改為專業必修課程，課名及學時學分數不變，並調整至三年級上學期開課，課程
主要目標加強學生醫護相關英文術語的能力，以運用於臨床實務工作。 

4.若需增加 6 學分，備案課程為「臨床數據判讀」2 學分 2 學時，藉以提升學生臨床照護之
整合與應用能力。 

5.因應課程調整，將四年級上學期專業必修課程「專業實作 II」2學分/2學時修改為 1學分
/2學時；四年級下學期專業選修課程「專業報告撰寫」2學分/2學時，調整至三年級下學
期開課，課名學分學時數皆不變，課程主要目標指導學生在臨床升等報告之撰寫，含讀書
報告、案例分析報告、個案報告及專案報告。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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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 
案由：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5學年度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 
說明：因應 103學年度入學之四技部各系學生大三修習專業服務學習課，並依據本校專業服務學習施 
      行細則辦理。 
 
決議：授權通識中心規劃統整課程。 

  
伍、主席結論：略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