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系（所）必修科目新增、異動一覽表 

異 動 前 或 停 開 課 程 
異動情形 

異 動 後 或 新 增 課 程 備 註 

 科目名稱 年級/學期 必選修 學分/時數 科目名稱 年級/學期 必選修 學分/ 時數 （原由及適用學年） 

1 

中文名稱：    □新增  

□更名 

□停開 

□調整學分數 

□必選修異動 

□時數異動 

□學年期異動 

中文名稱:    一、原由（請詳述）：  
業界專家意見： 
校外學者意見： 
校內學者意見： 
畢業校友意見： 
學生意見： 
其他：           

二、適用學年： 

三、程式設計課程：是否 
 

簡稱六字: 

英文名稱: 

代碼： 代碼: 

特色領域： 

□學術□實務□共同□校內實習□校外實習□其他選修 

特色領域： 

□學術□實務□共同□校內實習□校外實習□其他選修 

2 

中文名稱:    □新增 

□更名 

□停開 

□調整學分數 

□必選修異動 

□時數異動 

□學年期異動 

中文名稱:    一、原由（請詳述）：  
業界專家意見： 
校外學者意見： 
校內學者意見： 
畢業校友意見： 
學生意見： 
其他：           

二、適用學年： 

三、程式設計課程：是否 

 

簡稱六字: 

英文名稱: 

代碼： 代碼: 

特色領域： 

□學術□實務□共同□校內實習□校外實習□其他選修 

特色領域： 

□學術□實務□共同□校內實習□校外實習□其他選修 

3 

中文名稱:    □新增 

□更名 

□停開 

□調整學分數 

□必選修異動 

□時數異動 

□學年期異動 

中文名稱:    一、原由（請詳述）：  
業界專家意見： 
校外學者意見： 
校內學者意見： 
畢業校友意見： 
學生意見： 
其他：           

二、適用學年： 

三、程式設計課程：是否 

 

簡稱六字: 

英文名稱: 

代碼： 代碼: 

特色領域： 

□學術□實務□共同□校內實習□校外實習□其他選修 

特色領域： 

□學術□實務□共同□校內實習□校外實習□其他選修 

※若有停開必修課程，則請於備註欄內註明替代科目；新增課程務必填寫英文名稱。 
上述異動，業經  年  月  日院（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通過，敬請 貴單位彙整後，提送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討論。 

 
（院/中心章戳） 

年  月  日填 



     義守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系（所）必修科目新增、異動一覽表 

Table of Adding and Rearrangement of Required Courses of Department of              in the 1st/2nd Semester of Academic Year       at I-Shou University 

異 動 前 或 停 開 課 程 

Original Courses 異動情形 
Status of 

Rearrangement 

異 動 後 或 新 增 課 程 

New Courses 備 註 Remark 
（原由及適用學年） 

(Reason and Applicable Academic 

Year）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年級/學期 

Grade/ 

Semester 

必選修 

Required 

/Electiv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年級/學期 

Grade/ 

Semester 

必選修 

Required/ 

Electiv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 

中文名稱 Chinese Title:    □新增Add 

□更名Rename 
□停開 Suspend 
□調整學分數 
Credit Rearrangement  

□必選修異動 
Required/Elective 

Rearrangement 

□時數異動 
Course Hour 

Rearrangement 

□學年期異動 

Academic Year/Semester 

Rearrangement 

中文名稱 Chinese Title:    一、原由（請詳述）：  
Reason (please specify) 

業界專家意見： 
Opinions from industrial specialists 

校外學者意見： 
Opinions from scholars from outside 

the University 

校內學者意見： 
Opinions from scholars of the 

University 

畢業校友意見： 
Opinions from alumni 

學生意見： 
Opinions from current students 

其他 Others：           
二、適用學年： 

Applicable Academic Year 
三、程式設計課程：是否 

簡稱六字 Short Title(up to 6 

words): 

英文名稱 English Title: 

代碼 Code: 代碼 Code: 

特色領域 Special Field： 

□學術 Academic□實務 Practical □共同 A&P 

□校內實習 On-campus Internship 

□校外實習 Off-campus Internship 

□其他選修 Other Electives 

特色領域 Special Field： 

□學術 Academic□實務 Practical □共同 A&P 

□校內實習 On-campus Internship 

□校外實習 Off-campus Internship 

□其他選修 Other Electives 

2 

中文名稱 Chinese Title:    □新增Add 

□更名Rename 
□停開 Suspend 
□調整學分數 
Credit Rearrangement  

□必選修異動 
Required/Elective 

Rearrangement 

□時數異動 
Course Hour 

Rearrangement 

□學年期異動 

Academic Year/Semester 

Rearrangement 

中文名稱 Chinese Title:    一、原由（請詳述）：  
Reason (please specify) 

業界專家意見： 
Opinions from industrial specialists 

校外學者意見： 
Opinions from scholars from outside 

the University 

校內學者意見： 
Opinions from scholars of the 

University 

畢業校友意見： 
Opinions from alumni 

學生意見： 
Opinions from current students 

其他 Others：           
二、適用學年： 

Applicable Academic Year 
三、程式設計課程：是否 

簡稱六字 Short Title(up to 6 

words): 

英文名稱 English Title: 

代碼 Code: 代碼 Code: 

特色領域 Special Field： 

□學術 Academic□實務 Practical □共同 A&P 

□校內實習 On-campus Internship 

□校外實習 Off-campus Internship 

□其他選修 Other Electives 

特色領域 Special Field： 

□學術 Academic□實務 Practical □共同 A&P 

□校內實習 On-campus Internship 

□校外實習 Off-campus Internship 

□其他選修 Other Electives 

※若有停開必修課程，則請於備註欄內註明替代科目；新增課程也請務必填寫英文名稱。 
If any required course is suspended, please specify a substitute course in the column of Remark; the English title of a newly added course must be 
entered.  
上述異動，業經  年  月  日院（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通過，敬請 貴單位彙整後，提送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討論。 
The above-mentioned rearrangement was adopted on   /    /    (Y/M/D) by the Curriculum Committee of the College (Center). Please compile 
and submit all required documents to the university-level Curriculum Committee for discussion.  

               （院/中心章戳 Official Seal of the College/Center） 
年  月  日填 Filled in on   /    /    (Y/M/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