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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霖技術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2 日（週四）下午 2:00 

地點：電資館 102 室 

主席：林主任委員  清芳 記錄：林益彰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1. 各系選修科目增列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各系)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提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議決通過。 

2. 日四技課程修訂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不動產、創設、會展、餐旅、廚藝系、休

閒系)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提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議決通過。 

3. 日五專課程增修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餐旅科、資工科)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提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議決通過。 

4. 進修二技課程修訂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餐旅系、機械系、不動產系)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提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議決通過。 

5. 進修四技課程修訂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會展系、餐旅系、休閒系、機械系)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提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議決通過。 

6. 在職四技課程修訂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會展系、餐旅系、廚藝系、機械系)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提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議決通過。 

7. 進修二專課程修訂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廚藝系、會展系)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提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議決通過。 

三、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各系選修科目增列備查案。(提案單位：各系) 

說明：1.依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決議，各系選修課科目需明列於課程表

選修課程清單中始得開課。 

2.依各系所列之增加選修科目如附件 1。 

決議：同意備查。 

提案二 

案由：四技課程通識課程架構學分調整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通識中心) 

說明：1. 依 105 年 7 月 29 日校務評鑑自評委員改善意見辦理，建議如下：檢視學校通識課

程的安排是「基礎通識」16 學分、「核心通識」4 學分、「分類通識」8 學分，28

學分。此一安排將容易被理解為學校的通識課程仍以基礎共同必修課程為主。而

表達學校通識教育目標的核心通識課程卻僅為 4 學分。此中邏輯宜進一步釐清。 

2.改善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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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整「基礎通識」由 16 學分減至 12 學分，減少「大二英文」4 學分，調整至

「核心通識」。 

(2)強化「核心通識」課程結構，由 4 學分增至 8 學分。除了原規劃實踐本校辦學

理念「德化學子，霖霑社會」之「倫理與人文關懷」(2 學分)及「職涯知能與發

展」(2 學分)課程外，增加「大二英文」課程(4 學分)，主要加強學生國際移動

力之英語能力，促進國際交流、海外實習與國際就業能力，落實本校發展特色。 

3.本案業經本學期 105 年 9 月 13 日(二)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及 9 月 22 日(四)通識教

育委員會討論決議通過：調整為「基礎通識」12 學分、「核心通識」8 學分、「分

類通識」8 學分，合計 28 學分。「大二英文」課程名稱不變，請語文中心規劃授課

內容以符合核心通識課程之培育目標。 

4.本案通過後，提案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擬於 106 學年度新生入學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日四技課程修訂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室設系、企管系、餐旅系、土木系) 

說明：1.室內設計系 104、105 入學課程表修正草案及對照表。附件 3-1-1~3-1-4。 

2.企業管理系 103、104 入學課程表修正草案及對照表。附件 3-2-1~3-2-4。 

3.餐旅管理系 103～105 入學課程表修正草案及對照表。附件 3-3-1~3-3-6。 

4.土木工程系 105 入學課程表修正草案及對照表。附件 3-4-1~3-4-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進修四技課程修訂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室設系、餐旅系) 

說明：1.室內設計系 103~105 學年度入學適用之課程表修正草案及對照表。附件 4-1-1~4-1-6。 

2.餐旅管理系 104~105 學年度課程表修正草案及對照表。附件 4-2-1~4-2-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五 

案由：在職四技課程修訂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室設系) 

說明：室內設計系 103~105 學年度入學適用之課程表修正草案及對照表。附件 5-1-1~5-1-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進修二專課程修訂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室設系、廚藝系、資工系) 

說明：1.室內設計系 104、105學年度入學適用之課程表修正草案及對照表。附件 6-1-1~6-1-4。 

2.餐飲廚藝系 104 學年度課程表修正草案及對照表。附件 6-2-1、6-2-2 

3.資訊工程系 105 學年度入學適用之課程表草案。附件 6-3-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案由：日五專課程修訂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土木科) 

說明：土木工程科 105 入學課程表修正草案及對照表。附件 7-1-1、7-1-2。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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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案由：產業學院計畫之學分學程施行細則，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進修部) 

說明：1.機械系「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學分學程」施行細則（草案）如附件 8-1。 

2.休閒系「渡假村休閒服務管理專才學分學程」施行細則（草案）如附件 8-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案由：本校現有學分學程調整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明：依本校學程實施辦法第十一條，教務處於前通知相關學程開設單位檢視學程辦理成

效，檢討調整或終止學程。相關學程檢討結果表列如下： 

開設單位 學程名稱 建議 

餐旅管理系 創新美食觀光就業學程施行細則 終止學程 

餐旅管理系 餐旅休閒觀光推廣學程 終止學程 

企業管理系 創新及創業學程 終止學程 

企業管理系 行銷傳播學程 終止學程 

會展與觀光系 行銷與溝通學分學程 終止學程 

資訊工程系 智慧擴增實境科技應用於創意產品設計之跨領域學分學程 終止學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案由：本校各學群特色跨領域學分學程施行細則增訂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休閒餐旅學群、商管學群、電資學群、工程與設計學群) 

說明：1.配合本校申請改名科技大學規劃學程推動策略，本校跨領域學程推動方式將採由各

學群(院)整合開設特色學分學程。 

2.各學群會議討論訂定開設學程如下表，施行細則草案如附件 10-1 ~ 10-5。 

學群別 學程名稱 主辦系 

休閒餐旅學群 創新美食觀光就業學程 餐旅系 

商管學群 服務營運學分學程 企管系 

電資學群 網路模組製造與建置學分學程 電子系 

工程與設計學群 
創新工程技術學分學程 

創意設計能力學分學程 

土木系 

室設系 

決議：本案緩議，請各學群再檢討學程課程規劃，修正後提下次會議討論。 

 

四、 臨時動議： 

為加強課程規劃之外部回饋機制，落實系科課程規劃對應產業發展趨勢，及畢業校友與雇主

調查結果之檢討回饋，請各系於系級課程委員會議中應將以上議題納入討論，以做為課程修

訂之參考，並將相關討論結論列入會議紀錄中。 

五、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