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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106 年 5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 分 

地點：校本部 綜合教學大樓二樓 50214 室 

主席：周兆民 教務長 

出列席人員：如出席簽到單。                                          紀錄： 楊茗涵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首先歡迎校外委員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鍾儀芳主任蒞臨指導，因今天議案較多故先請

業辦單位報告。 

二、業務單位報告 

(一)課務組 

1. 為增廣學生學習領域，引導學生適應修讀學術研究或實務應用導向課程，請

各學系協助學生進行選修分流型態課程與精進學習，並於應用資訊系統「特

色領域暨分流維護」登入課程分流選組情況。 

2. 為達成 106 年度教卓延續性計畫方案 4-3-1 指標「完成開設校內、外實習課

程佔全校學系比率達 100%」，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未開設校內、外實習課程

之學系，敬請於 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開設實習相關課程。 

3. 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各學院規劃開設院共同基礎核心必修課程如下： 

NO 學院 課程名稱 學期 學分數 課堂/實作 

1 電資 計算機概論 一上 4 2 小時/2 小時

2 理工 產業科技導論與體驗 一下 2 1 小時/1 小時

3 管理 管理學 一下 4 2 小時/2 小時

4 觀餐 觀光休閒管理 上/下 3 2 小時/1 小時

5 傳設 傳播與設計概論 一上 2 1 小時/1 小時

6 國際 管理學與管理實務 一下 3 2 小時/1 小時

7 語文 
跨文化溝通與實作(I) 一上 2 1 小時/1 小時

跨文化溝通與實作(II) 一下 2 1 小時/1 小時

8 醫學 基礎醫學概論 上/下 1 
0.5 小時/0.5

小時 

註：電資學院另開設「應用程式設計」4 學分課程，供非電資學院學生選修。 

 

會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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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發展中心 

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課程學習品保異動之課程數，如下表： 

學系 學制 

異動

課程

數 

異動項目 

備註(說明) 課程

權重

課程

描述

修課

條件

電機資訊學院 日間學士班 2 2 2 0 

1. 依學校規劃由系課程調整為院共
同基礎核心必修課程。 

2. 因應教育部培育程式設計人才計
畫，開設「應用程式設計」，提
供非電機資訊學院學生修習，本
課程屬院共同基礎核心課程。 

電機工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 11 11 11 11 
重修學生多修習學分可抵選修學
分。 

電機工程學系 進修學士班 5 5 5 5 
舊生重修該課程，學分經抵免後多
餘的學分可作為系選修學分。 

電子工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 5 5 5 5 
依課程檢核分析結果，考量學生學
習成效。 

資訊工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 5 5 5 1 

1. 提升學生機器學習應用。 
2. 因應系專業必修課程拆解與重組
普通物理實驗停開，新增電學實
驗選修課。 

3. 配合 106 年度與清大合作之教育
部行動智慧聯盟課程發展計畫專
案開設。 

4. 因應院實體化及系上課程拆解重
組，計算機程式(一)原為院必修
課程，更改為系必修課程。 

5. 因應院實體化及系上課程拆解重
組，線性代數原為院必修課程，
更改為系必修課程。 

資訊工程學系 進修學士班 1 1 1 0 提升學生機器學習應用。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1 1 1 1 
配合 106 年度與清大合作之教育部
行動智慧聯盟課程發展計畫專案開
設。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 1 1 0 配合碩專班專業課程需求。 

資訊管理學系 日間學士班 2 1 2 1 

1. 系專業必修課程拆解與重組，課
程搭配實作，以引發學生學習興
趣，進而提高學習成效。 

2. 修改英文課程描述以更貼切中文
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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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理學系 進修學士班 1 0 1 0 
修改英文課程描述以更貼切中文陳
述。 

資訊管理學系 碩士班 4 0 4 0 
修改英文課程描述以更貼切中文陳
述。 

資訊管理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4 0 4 0 
修改英文課程描述以更貼切中文陳
述。 

通訊工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 1 1 1 0 
院共同基礎核心必修課程、系專業
必修課程(拆解與重組)。 

理工學院 日間學士班 1 1 1 1 
依本校規定開設院共同基礎核心必
修課程。 

機械與自動化工
程學系 

日間學士班 2 2 2 2 

1. 配合大三先修 3D 實體建模之基
礎課程「電腦輔助設計製造」，
大四修此實作具有連貫性與學習
效果。 

2. 配合大四必修課程「專題實作」
的雛型製作。 

3. 政府預定投入 6300 億於 2025 年
完成 800 支離岸風力發電機，勢
必對此專業之機械人才有大量需
求。 

土木與生態工程
學系 

日間學士班 1 1 1 1 因應課程規劃調整。 

財務與計算數學
系 

日間學士班 2 2 2 2 因應課程規劃調整。 

管理學院 日間學士班 3 1 1 2 
1. 院必修課程整體調整。 
2. 調整為 106 學年度院基礎必修課
程。 

工業管理學系 日間學士班 1 1 1 1 因應課程需求。 

企業管理學系 日間學士班 8 7 5 4 

1. 配合課程更名，新增課程代碼、
課程權重、修課條件及課程描
述。 

2. 考量課程品保檢核結果之顯著及
一致性及符合 AACSB 教育目標
及學生核心能力/素養對應指標修
正課程權重對應指標。 

3. 因應院共同基礎核心必修課程開
設，依院核心必修學分數變動及
學生學習狀況進行調整必修課程
數及學分數。 

企業管理學系 進修學士班 1 1 1 1 
講授有關企業員工的訓練，配合學
系課程特色，修改課程名稱。 

財務金融學系 日間學士班 1 1 1 0 
配合本校實施「系基礎專業必修拆
解與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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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金融學系 碩士班 2 2 2 0 

1. 參考其他外校財務金融研究所課
程，將該課程列為選修課程。 

2. 參考其他外校財務金融研究所課
程，將該課程列為必修課程。 

國際商務學系 日間學士班 1 1 1 1 配合學校政策開設課程。 

大眾傳播學系 日間學士班 5 5 5 5 

1. 加強實作練習與就業準備，調整
課程學分數。 

2. 因應「展策與活動企劃執行」就
業學程之需求。 

3. 因應課程銜接需求，故異動開課
年級。 

大眾傳播學系 進修學士班 14 14 14 14 
因應回歸系招生及為配合課程整合

規劃及課程連貫性。 

大眾傳播學系 碩士班 1 1 1 1 配合系所課程規劃。 

電影與電視學系 進修學士班 1 1 1 1 
為精進專業技能，期能與業界無縫
接軌。 

數位多媒體設計
學系 

日間學士班 2 2 2 0 
依課程檢核分析結果，考量學生學
習成效。 

國際企業經營 
學系 

日間學士班 1 1 0 0 
依課程檢核分析結果，考量學生學
習成效。 

國際財務金融 
學系 

日間學士班 4 4 4 2 
依課程檢核分析結果，考量學生學
習成效。 

娛樂事業管理 
學系 

日間學士班 8 0 0 0 
依課程檢核分析結果，考量學生學
習成效。 

長期照護原住民
專班 

日間學士班 5 5 5 0 因應課程規劃異動。 

物理治療學系 日間學士班 3 3 3 0 

1. 因應國考內容增加，需調整課
程。 

2. 因應國考內容增加，補充相關心
肺物理治療內容。 

營養學系 日間學士班 1 1 1 1 增加中醫營養概念。 

健康管理學系 進修學士班 4 4 4 4 

1. 拓展學生未來就業相關知識。 
2. 為避免因人數開課不成，一年級

(106 學年度入學)與二年級(105
學年度入學)合開上課。 

3. 為避免因人數開課不成，二年級
(105 學年度入學)與三年級(104
學年度入學)合開上課。 

學士後醫學系 日間學士班 22 22 22 22 
依系上核心能力素養及教育目標做
修訂。 

總計 137 116 123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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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各學系已入學學生必修科目新增、異動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本校「已入學年級必修課程異動辦法」第三條規定，「以入學年度為準，畢

業前必修科目以異動五次為上限。同一年級同一課程異動以一次為限」。 

二、各學系必修課程新增、異動如下： 

(一) 觀光餐旅原住民專班 

依校內學者意見，將校內實習分為校內實習(一)及校內實習(二)，調整 105

入學年度必修課程，105 入學年度累計異動 3 次，異動後必修學分數增加，

選修學分數下降，總畢業學分數不變，學生簽名如附件。異動情形如下

表： 

【報告單位：觀光餐旅原住民專班  台邦․撒沙勒主任】 

項 

次 

課程 

代號 
科目名稱 

開課年級/必選修/學分 
異動情形 

異動前 異動後 

1 A86A51 校內實習 二上/必/1 — 停開 
105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2 A86A58 校內實習(一) — 二上/必/1 新增 
105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3 A86A59 校內實習(二) — 二下/必/1 新增 
105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二) 物理治療學系 

因應國考內容增加調整課程，調整 105 入學年度必修課程，異動後必修學

分數不變，105 入學年度必修課程累計異動 3 次，學生簽名如附件，異動

情形如下表： 

【報告單位：物理治療學系 李新民主任】 

項

次 

課程 

代號 
科目名稱 

開課年級/必選修/學分
異動情形 

異動前 異動後 

1 A54243 生理學 二上/必/2 二上/必/2
更名，原名：生理學(一) 

105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2 A54244 物理治療應用生理學 二下/必/2 二下/必/2
更名，原名：生理學(二) 

105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3 A54245 
物理治療應用生理學

實驗 
二下/必/1 二下/必/1

更名，原名：生理學實驗 

105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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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長期照護原住民專班 

配合政府取消長照健康保險政策規定及合班上課需求而調整課程，調整

104、105 入學年度必修課程，異動後必修學分數不變，104 入學年度必修

課程累計異動 27 次，105 入學年度必修課程累計異動 12 次，異動次數不

符合之規定，將依規定提出專簽申請，學生簽名如附件，異動情形如下

表： 

【報告單位：長期照護原住民專班 陳翰容主任】 

項

次 

課程 

代號 
科目名稱 

開課年級/必選修/學分
異動情形 

異動前 異動後 

1 A84076 原住民社區長期照護 三上/必/2 三上/必/3
調整學分數 

104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2 A84077 長期照護個案管理 三上/必/2 三下/必/3
調整學分數、學期異動 

104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3 A84034 
部落健康與長照產業

分析 
三下/必/2 三上/必/2

學期異動 

104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4 A84033 長期照護與健康保險  四下/必/2 — 
停開 

104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5 A84049 照護倫理  四上/必/2 四下/必/2
學期異動 

104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6 A84048 衛生暨福利法規  四上/必/2 四下/必/2
學期異動 

104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7 A84008 長期照護概論  二上/必/2 二下/必/2
學期異動 

僅 105 學年度入學學生適用

8 A84031 居家照護實務  二上/必/2 二下/必/2
學期異動 

105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

三、各學系已入學學生必修科目新增、異動表，請參閱附件一（pp.28-39）。 
辦    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由課務組辦理觀光餐旅原住民專班及物理治療學系必修

課程異動；長期照護原住民專班經專簽核准後，由課務組辦理必修課程新增異

動。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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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106 學年度各學系及研究所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及最低之畢業學分數，提請討

論。 

說    明： 

一、討論各學系各學制新生計畫表及各學系必修、選修、畢業學分數異動情形。 

二、「105-106 學年度系所必、選修及畢業學分異動一覽表」，請參閱附件二（pp.40-

512）。 

辦    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執行。 

決    議： 

1. 電子系、土木系、商設系與語文學院各學系於會後再確認，其餘系所照案通

過。 

2. 商設系、應英系於會後確認無誤，電子系實務課程由 18 學分改為 30 學分、土

木系實務課程由 35 學分改為 65 學分、應日系學術課程由 9 學分改為 15 學

分。 

提案三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106 學年度新設醫學檢驗技術學系學士班新生四年計畫表，提請討論。 

說    明： 

一、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106 學年度新生四年計畫表，請參閱附件三（pp.513-520）。 

辦    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執行。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進修部 
案    由：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提請討論。 

一、 說    明：各系新生課程計畫表，請參閱附件四(pp.521-575)。 

二、 各系必修、選修及畢業學分數有異動者，詳列於下： 

106 學年度新生入學畢業學分數【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學 系 
105 學年度 106 學年度 

備註 
必修 選修 

畢業 
學分數 

必修 選修 
畢業 
學分數 

04 機動系 9 21 30 106 學年度起停招 
 

 

 

07 材料系 9 22 31 106 學年度起停招 
 

 

 

37 生化所 10 20 30 106 學年度起停招 
 

 

 

82 管理學院 14 16 30 14→ 16→ 30 
必修減少 2 學分

選修增加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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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BA) 12 18 畢業學分數不變

106 學年度新生入學畢業學分數【進修學士班】 

學 系 
105 學年度 106 學年度 

備註 
必修 選修 

畢業 
學分數 

必修 選修 
畢業 
學分數 

01 電機系 108 20 128 
108→ 

98 
20→ 
30 

128 
必修減少 10 學分

選修增加 10 學分

畢業學分數不變 

03 資工系 68 60 128 
68→ 
72 

60→ 
56 

128 
必修增加 4 學分 

選修減少 4 學分 

畢業學分數不變 

71 觀光系 76 52 128 
76→ 
72 

52→ 
56 

128 
必修減少 4 學分 

選修增加 4 學分 

畢業學分數不變 

辦    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執行。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106 學年度入學各學系總結性課程資料，提請討論。 

說    明： 
一、總結性課程開設，原則上應規劃於學生畢業當學年度，以一門課實施。 

二、學系課程安排有下列情形者，得於三年級實施總結性課程： 

(一)學生於四年級上、下學期皆應參加全學年之校外實習課程。 

(二)總結性課程學習成果，為學生參加研究所考試必審資料。 

 

三、106 學年度入學各學系總結性課程資料，詳列於下： 

學

院 
系所 

105 入學年度 106 入學年度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學分 課程名稱 
開課學

期 
學分

電

資

學

院 

電機系 專題研討(二) 四上 2 專題研討(二) 四上 2 

電子系 專題製作(二) 四上 2 專題製作(二) 四上 2 

資工系 專題研究(二) 四上 3 專題研究(二) 四上 3 

資管系 專題研究(二) 四上 3 專題研究(二) 四上 3 

通訊系 專題研究(二) 四上 2 專題研究(二) 四上 2 

理

工

學

院 

機動系 專題實作 四上 2 專題實作 四上 2 

化工系 化工專題實驗 四上 2 化工專題實驗 四上 2 

土木系 畢業專題(二) 四上 1 畢業專題(二) 四上 1 

財數系 專題製作 四上 3 專題製作 三下 3 

材料系 畢業專題 四上 1 畢業專題 四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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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理

學

院 

工管系 技術發表實習(一) 四上 1 技術發表實習(一) 四上 1 

企管系 企業專題研究(二) 四上 1 企業專題研究(二) 四上 1 

財金系 當代財金個案專題 四上 3 當代財金個案專題 四上 3 

會計系 專題製作(二) 四下 1 專題製作(二) 四下 1 

國商系 專題研討(二) 四上 1 專題研討(二) 四上 1 

政管系 公共管理實習(四) 四下 1 公共管理實習總結 四下 1 

傳

播

設

計

學

院 

大傳系 畢業專題(三) 四下 1 畢業專題(三) 四下 1 

影視系 畢業製作(二) 四下 3 畢業製作(二) 四下 3 

數媒系 畢業專題(二) 四下 3 畢業專題(二) 四下 3 

商設系 畢業專題設計(二) 四下 4 畢業專題設計(二) 四下 4 

傳設 

原民專班 
畢業專題製作(四) 四下 1 畢業專題製作(四) 四下 1 

國

際

學

院 

國經系 策略管理 四下 3 策略管理 四下 3 

國財系 財務管理專題 四下 3 財務管理專題 四下 3 

觀旅系 特色專題 四下 3 特色專題 四下 3 

娛樂系 專題製作(二) 四下 1 專題製作(二) 四下 1 

觀

餐

學

院 

休管系 休閒專題研究(二) 四下 1 休閒專題研究(二) 四下 1 

餐旅系 會展與餐宴實務 四下 1 會展與餐宴實務 四下 1 

觀光系 觀光專題製作(二) 四下 1 觀光專題製作(二) 四下 1 

廚藝系 餐宴實務 四下 1 餐宴實務 四下 1 

觀餐 

原民專班 

原住民族創意餐會實務

(二) 
四下 1 

原住民族創意餐會實務

(二) 
四下 1 

語

文

學

院 

應英系 表演和戲劇 (二) 四上 1 
畢業專題(二)：畢業

公演 
四下 1 

應日系 畢業專題指導 四上 2 日文畢業專題指導 四上 3 

醫

學

院 

醫工系 書報討論(二) 四下 2 書報討論(二) 四下 2 

醫放系 
核子醫學診療原理與

技術學總論 
四下 1 

核子醫學診療原理與

技術學總論 
四下 1 

生科系 書報討論(四) 四下 1 書報討論(四) 四下 1 

物治系 物理治療專題實習 四下 2 物理治療專題實習 四下 2 

職治系 職能治療專題討論 四上 2 職能治療專題討論 四上 2 

營養系 專題討論(二) 四下 2 專題討論(二) 四下 2 

醫管系 醫管專題 四下 2 醫管專題 四下 2 

健管系 健康管理實習 四上 2 健康管理實習 四上 2 

護理系 護理專業問題研討 四下 2 護理專業問題研討 四下 2 

護理 

原民專班 
護理專業問題研討 四下 2 護理專業問題研討 四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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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中醫系 
中醫臨床問題導向學

習 
三上 1 

中醫臨床問題導向 

學習 
三上 1 

後醫學系 臨床技能 四下 1 臨床技能 四下 2 

醫學檢驗

技術學系 
- - - 

實驗室品質系統 

與管理 
四下 3 

長期照護 

原民專班 
長期照顧管理實習 四上 4 長期照顧管理實習 四上 4 

辦    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執行。 

決    議： 

1. 應英系及應日系於會後再確認，其餘系所照案通過。 

2. 會後與應英系及應日系確認資料無誤。 

提案六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各學系所開設之「服務學習」課程申請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各學系可依課程屬性規劃開設服務學習專業課程，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共計提出

10 門服務學習課程申請，如下表。 

二、經查以上編號 1 至 8 教師所教授課程前期教學評量結果皆高於全校標準分數。另

2 門編號 9 至 10「服務與知識實踐」課程為楊東震老師、馬宗洸老師新開課程。 

三、課程規劃表請參閱附件五（pp576-587）。 

編號 開課系級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必/選 學分 合作機構 

1 觀光一 國際禮儀 汪芷榆 選 3 國小(接洽中) 

2 休閒四 銀髮族休閒規劃 陳嫣芬 選 2 新樂園老人養護中心 

3 餐旅一 國際禮儀 保里乃玲 必 2 高雄市大樹區溪埔國小 

4 醫管四 A 服務與知識實踐 高月慈 必 2 全台各醫院共計 27 家 

5 醫管四 B 服務與知識實踐 鄭惠珠 必 2 全台各醫院共計 27 家 

6 後中醫二 中醫診斷學(一) 李長殷 必 2 
義大醫院社區醫療部、中華民
國中醫師全國聯合會、高雄市
中醫師公會 

7 通識 
潛在態度之理論與實

踐 
溫武男 選 2 

高雄市杉林區月美國小、高雄市

甲仙區寶隆國小、高雄市六龜區

新發國小、高雄市六龜區荖濃國

小、屏東縣新園鄉仙吉國小。 

8 通識-燕巢 
潛在態度之理論與實

踐 
溫武男 選 2 

高雄市杉林區月美國小、高雄市

甲仙區寶隆國小、高雄市六龜區

新發國小、高雄市六龜區荖濃國

小、屏東縣新園鄉仙吉國小。 

9 企管四 A 服務與知識實踐 楊東震  必 2 洽談中 

10 企管四 B 服務與知識實踐 馬宗洸  必 2 洽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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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協助各學系辦理開課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各學系「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修訂課程資料，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案「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修訂課程資料分別業經各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

議討論通過。 

(一) 會計學系、工業管理學系、國際商務學系、財務金融學系、公共政策與管理學

系及企業管理學系之「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調整案，業經管理學院 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6.04.19)討論通過。 

(二) 財務與計算數學系之「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調整案，業經理工學院 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6.04.26)討論通過。 

(三)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觀光學系、餐旅管理學系及廚藝學系之「輔系、雙主修科

目學分表」調整案，業經觀光餐旅學院 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規劃

委員會議(106.04.26)討論通過。 

(四) 健康管理學系、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物理治療學系、醫務管理學系、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學系及營養學系之「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調整案，業經醫學院

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6.04.27)討論通過。 

二、各學系「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請參閱附件六（pp.588-630）。 

辦    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106 學年度跨院系學分學程停開案，提請討論。 

說  明：依據本校「跨院系學分學程作業準則」第二條規定，學分學程連續二學年未有學

生提出申請選讀，或連續三年內少於 5 名學生選讀，則該學程應提出檢討並停開

學程。 

【召集人：醫學院 陳翰容院長】 

一、 停開「醫學保健」全英學程，此學程連續二學年未有學生提出申請，故停開此學

程。 

二、 停開之學程，若有已申請而未畢業之學生，仍可繼續修畢該學程，並保障其原有

權利。 

辦    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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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106 學年度跨院系學分學程異動案，提請討論。 

說  明：已成立跨院系學分學程異動共計 6 個學程，異動概況如下。 

一、「鋼鐵」學程修訂內容如下表，詳細內容請參閱附件七之一（pp.631-641）。 

【召集人：計畫主持人  周兆民教務長】 

修改項目 修改後 修改前 

參、實施對象 

一、本校理工學院的機械與自動化工

程學系、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和電機資訊學院

的電機工程學系等四學系大三同

學。 

二、本校理工學院的機械與自動化工

程學系、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和

電機資訊學院的電機工程學系等

四學系大三並具預研生身分同

學。 

三、本校理工學院的機械與自動化工

程學系、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和

電機資訊學院的電機工程學系等

四學系碩士班同學。 

本校理工學院的機械與自動

化工程學系、材料科學與工

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和

電機資訊學院的電機工程學

系等四學系大三同學。 

肆、參與學程

學生權利與義

務 

實施對象分為甄選制與自由選讀制。 

一、符合實施對象第一、二項資格者 

(一) 經甄選之學員-享有學雜費補助 

1. 甄選資格：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系、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化學工程

學系，和電機工程學系大學部同學大

一至大二上學期三個學期之平均學業

成績為所屬班級前 50%。若為轉學

生、轉系生、進修部轉日間部學生

者，以大二上學期之學業成績為所屬

班級前 25%。 

2. 甄選方式：由本校擇期辦理公告與

報名程序，經審核成績後造冊，仿就

實施對象分為甄選制與自由

選讀制。 

一、經甄選之學員-享有學雜

費補助 

(一)甄選資格：機械與自動化

工程學系、材料科學與工程

學系、化學工程學系，和電

機工程學系日間大學部同學

大一至大二上學期三個學期

之平均學業成績為所屬班級

前 50%。若為轉學生、轉系

生、進修部轉日間部學生

者，以大二上學期之學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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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保證菁英班由生產事業體相關部門

主管面試，甄選結果於列印註冊繳費

單前公告。 

3.相關權益： 

(1)大三、大四每學期提供學雜費補助

新臺幣(以下同)36,000 元；若當學期學

業成績達原就讀班級前 3 名，則次學

期學雜費均由生產事業體提供。該補

助費用由生產事業體撥付本校，再由

本校於註冊繳費單直接扣抵學員學雜

費。 

(2)若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則取消學雜

費補助資格，並須歸還所有已補助之

金額： 

A.每學期鋼鐵學程課程缺課達 10 節課

以上。 

B.鋼鐵學程任一課程成績不及格。 

C.經實習單位考評實習表現不佳者。 

D.學業成績未達原就讀班級前 50%。 

E.自行退選、停修學程相關課程。 

F.畢業時，未取得本學程證書者。 

G.雖已取得本學程證書，但無法在大

四第二學期取得畢業證書者。 

學員若取消學雜費補助資格者，應退

還所有已補助之金額。 

(3)若為預研生身分同學，須於大四畢

業後就讀本校原屬學系碩士班，碩士

論文題目需為甄選錄取生產事業體所

訂題目，並於大四開始進行論文實

驗，碩士班須於一年畢業；於取得學

士學位起次月至取得碩士學位止(但至

多至碩士班一年級學年度結束止)，由

錄取之 生產事業體每月提供研究津貼

7,000 元。若於大三、大四被取消資格

者，補助金額之歸還同本點第一項第

一款第三目之(2)規定；若於大學畢業

績為所屬 

班前 25%。 

(二)甄選方式：由本校擇期辦

理公告與報名程序，經審核

成績後造冊，仿就業保證菁

英班，由生產事業體相關部

門主管面試，甄選結果於列

印註冊繳費單前公告。 

(三)相關權益： 

1.每學期提供學雜費補助新

台幣 36,000 元；若當學期

學業成績達原就讀班級前 3 

名，則次學期學雜費均由生

產事業體提供。該補助費用

由生產事業體撥付本校，再

由本校於註冊繳費單直接扣

抵學員學雜費。 

2.若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則

取消學雜費補助資格，並須

歸還部分已補助之金額： 

(1)每學期本學程課程缺課達 

10 節課以上。 

(2)本學程任一課程成績不及

格。 

(3)經實習單位考評實習表現

不佳。 

(4)學業成績未達原就讀班級

前 50%。 

(5)自行退選、停修本學程相

關課程。 

(6)畢業時，未取得本學程證

書。 

前述補助金額歸還比例如

下： 

(1)大三學員應退還已補助金

額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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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自行放棄或碩士班就讀期間無法達

要求時，甄選錄取生產事業體可停止

研究津貼發放，學員除須歸還大學部

補助之所有金額，並須歸還 30%已領

之研究津貼。 

4.畢業後之義務： 

(1)取得本學程證書畢業後或退伍後 3

個月內即須至生產事業體(含境外地區)

服務，服務年限至少 2 年；若具預研

生身分之學生，服務年限至少 3 年，

違約者應全數退還就學期間所領之補

助(不含實習津貼)。 

(2)符合實施對象第一項資格者，若學

業、學程、實習成績優異，至生產事

業體服務當年度即可以被推薦報考本

校相關碩士在職專班就讀，就讀期間

之學雜費由生產事業體支付。 

二、符合實施對象第三項資格者 

(一) 經甄選之學員-享有研究津貼補助 

1. 甄選資格：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系、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生物技術

與化學工程研究所，和電機工程學系

日間碩士班一年級同學。 

2. 甄選方式：由本校擇期辦理公告

與報名程序，經審核成績後造冊，由

生產事業體相關部門主管面試，甄選

結果於列印註冊繳費單前公告。 

3. 相關權益：碩士論文題目需為甄

選錄取生產事業體所訂題目，由甄選

結果公告起次月至取得碩士學位止(但

至多至碩士班二年級學年度結束止)，

由錄取之生產事業體每月提供研究津

貼 7,000 元。若於碩士班就讀期間自行

放棄或碩士班就讀期間無法達要求

時，甄選錄取生產事業體可停止研究

津貼發放，學員須歸還 30%已領之研

(2)大四學員應退還已補助金

額之 50%。 

(四)畢業後之義務： 

1.取得本學程證書畢業後或

退伍後 3 個月內即須至生產

事業體(含境外地區)服務，服

務年限至少 2 年，違約者應

全數退還就學期間所領之補

助(不含實習津貼)。 

2.若學業、學程、實習成績

優異，至生產事業體服務當

年度即有機會被推薦報考本

校相關碩士在職專班就讀，

就讀期間之學雜費由生產事

業體支付。 

二、自由選讀：機械與自動

化工程學系、材料科學與工

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和

電機工程學系等四學系大三

學生或 

參加甄選未獲選之學生，得

修習本學程之課程。如學程

成績優異，畢業後亦可獲生

產事業體優先錄用，亦有生

產事業體提供學費就讀本校

相關碩士在職專班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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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津貼。 

4. 畢業後之義務：取得本學程證書

畢業後或退伍後 3 個月內即須至生產

事業體(含境外地區)服務，服務年限至

少 2 年，違約者應全數退還就學期間

所領之研究津貼補助。 

三、大學部自由選讀：機械與自動化

工程學系、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化

學工程學系，和電機工程學系等四學

系大三學生或參加甄選未獲選之學

生，得修習本學程之課程。但若學程

成績優異，畢業後亦可獲生產事業體

優先錄用，亦有生產事業體提供學費

就讀本校相關碩士在職專班之機會。 

伍、課程系統 

一、本學程大學部共需修滿二十學分

(甄選制學生為二十一學分)始得發

給證書。其中含共同課程一門，

專業課程六門，以及甄選制學生

必修實習課一門，實習課規定如

下： 

(一) 甄選制學生大三升大四暑假必

須至生產事業體實習，由生產

事業體提供相關保險及基本工

資之實習津貼。 

(二) 若參與鋼鐵學程學員於大四學

期期間有意願至生產事業體實

習，且生產事業體有此需求

時，每小時實習津貼依當年度

基本工資時薪加給 30%(小數

點以下四捨五入)，並投保勞

保及提撥勞退金。 

(三) 自由選讀學生若有意願參與實

習，得於大三上學期預先報

名，由生產事業體視當年度名

額需求進行篩選。  

二、學生修習本學程時，仍受本校每

一、本學程共需修滿二十學

分(甄選制學生為二十一學分)

始得發給證書。其中含共同

課程一門，專業課程六門，

以及甄選制學生必修實習課

一門，實習課規定如下： 

(一)甄選制學生大三升大四暑

假必須至生產事業體實習，

由生產事業體提供相關保險

及基本工資之實習津貼。 

(二)若參與本學程學員於大四

學期期間有意願至生產事業

體實習，且生產事業體有此

需求時，每小時實習津貼依

當年度基本工資時薪加給

30%(小數點以下四捨五入)，

並投保勞保及提撥勞退金。 

(三)自由選讀學生若有意願參

與實習，得於大三上學期預

先報名，由生產事業體視當

年度名額需求進行篩選。 

二、學生修習本學程時，仍



16 
 

學期可修學分數之上下限相關規

定辦理，其本學程課程所修習成

績須併入當學期之學分及學期成

績計算。 

三、已符合各該系、所畢業資格而尚

未修滿本學程規定之課程者，不

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四、擬終止修讀學程之學生，應至學

程委員會申請放棄並取消其學程

資格，並依本要點第四條規定歸

還補助金額。未修足學程規定學

分者或未完成碩士論文者，不得

申請發給有關學程之任何證明。 

依本校每學期可修學分數之

上下限相關規定辦理，其修

習本學程課程之成績須併入

當學期之學分及學期成績計

算。 

三、已符合各該系、所畢業

資格而尚未修滿本學程規定

之課程者，不得申請延長修

業年限。 

四、擬終止修讀本學程之學

生，應至鋼鐵學程委員會申

請放棄並取消其學程資格，

並依第肆條規定退還補助金

額。未修足本學程規定學分

者，不得申請發給有關本學

程之任何證明。 

捌、申請程序 

先向原就讀學系提出申請，經原學系

系主任核准後，再提送鋼鐵學程委員

會審核，並經由生產事業體相關主管

面試甄選通過後送教務長室登記。 

先向原肄業學系提出申請，

經原學系系主任核准後，再

提送本學程委員會審核，並

經由生產事業體相關主管面

試甄選通過後送電機工程學

系登記。 

玖、修習證書 

學生修畢應修課程且成績及格者或完

成碩士論文者，由鋼鐵學程委員會審

查確認並頒發證書，證書記載所修習

課程科目。 

學生修畢應修課程且成績及

格者，由學程委員會審查確

認並頒發證書，證書記載所

修習課程科目。 

壹拾、主辦單   

位 

本學程設鋼鐵學程委員會，每學期至

少開會一次，共同規劃、討論、議決

學程相關事宜。計畫主持人為當然委

員並為召集人，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系、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化學工程

學系、電機工程學系系主任，前述四

學系教師代表各一人，以及生物技術

與化學工程研究所所長等十名委員組

本學程設委員會，每學期至

少開會一次，共同規劃、討

論、議決學程相關事宜。學

程委員會之委員由電機工程

學系系主任為召集人，機械

與自動化學系、材料科學與

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

以及四個學系各系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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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語導遊」學程修訂內容如下表，詳細內容請參閱附件七之二（pp.642-645）。 

【召集人：觀光系 張寧主任】 

修改項目 修改後 修改前 

肆、課程系統 

一、本學程規定之結業學分為

必修 9 學分，選修 11 學分，總

數至少 20 學分。 

一、本學程規定之結業學分為必

修 8 學分，選修 12 學分，總數

至少 20 學分。 

陸、申請日期： 
依學校當學期行事曆規定日期

提出修習本學程之申請。 

依學校行事曆規定日期提出修習

本學之申請。 

柒、申請程序： 

請向原肄業學系提出申請，經

原學系系主任核准後，送交觀

光學系辦轉交觀光學系、應用

英語學系、應用日語學系共同

組成之委員會審核（審核標準

另訂之）。 

請向原肄業學系提出申請，經原

學系系主任核准後，交由觀光學

系、應用英語學系、 

應用日語學系共同組成之委員會

審核，通過後送交觀光學系登記

（審核標準另訂之）。 

捌、學程證書： 

學生修畢應修課程且成績及格

者，可申請學程證書。提出申

請後，由學程委員會審查確認

並頒發證書，證書同時記載所

修習之科目。 

學生修畢應修課程且成績及格

者，由學程委員會審查確認並頒

發證書，證書並記載 

所修習課程科目。 

成。 各一人共同擔任委員，共計

八人。 

學程課程表 

課程名稱 開課系級/學分數 異動情形 

鋼鐵材料概論(含人際溝

通 2 堂課) 
電資學院/3 增加註釋 

高等電腦繪圖 機動系/3 新增 

電動機控制 電機系/3 新增 

可程式控制器之原理 機動系/3 刪除 

工業通訊 電機系/3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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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主辦單位： 

本學程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

會一次，共同規劃、討論、議

決學程相關事宜。學程委員會

由應用日語學系系主任、應用

英語學系系主任及觀光學系系

主任等三人組成，並由觀光學

系系主任擔任召集人，並視需

要得增聘該三系助理教授以上

專任教師擔任委員。 

本學程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

一次，共同規劃、討論、議決學

程相關事宜。學程 

委員會由應用日語學系系主任、

應用英語學系系主任及觀光學系

系主任等三人組成，並 

由觀光學系系主任擔任召集人，

並依需要，得增聘該三系助理教

授以上專任教師擔任委 

員。 

學程課程表 

專業必修(9 學分)： 

共同選修(至少 3 學分)：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學分數 異動情形 

觀光行政與法規 觀光系/3 異動學分數 

國際禮儀 觀光系/3 異動學分數 

領隊與導遊實務 觀光系/3 異動學分數 

旅運管理 觀光系/3 
異動學分數、

移至共同選修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學分數 異動情形 

世界觀光地理 觀光系/3 異動學分數 

旅遊行程規劃與設計 觀光系/3 異動學分數 

航空訂位系統 觀光系/3 異動學分數 

風險與糾紛管理 觀光系/3 新增 

旅遊糾紛管理 觀光系/2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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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課程表 

A10119 英語聽力與溝通技巧 (一)： 

 

A12364 觀光日語會話：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學分數 異動情形 

休閒英語會話(一) 休閒系/2 異動學分數 

餐旅英語會話(一) 餐旅系/2 異動學分數 

觀光英文 通識/2 新增 

休閒英語會話(二) 餐旅系/2 異動學分數 

餐旅英語會話(二) 觀光系/2 異動學分數 

新聞英文 通識/2 刪除 

應用英文 管理學院/1 刪除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學分數 異動情形 

休閒日語會話(一) 休閒系/2 異動學分數 

休閒日語會話(二) 休閒系/2 異動學分數 

餐旅日語會話(一) 餐旅系/2 異動學分數 

餐旅日語會話(二) 餐旅系/3 異動學分數 

飯店日語會話 會計系/2 刪除 

三、「高齡社會健康照護」學程修訂內容如下表，詳細內容請參閱附件七之三

（pp.646-650）。【召集人：營養系 洪哲穎老師】 

修改項目 修改後 修改前 

捌、修習證書   

申請程序 

學生修畢應修課程且成績及

格者，由學程委員會審查確

認並頒發證書，證書上將載

明所修習課程科目。 

1. 修畢本學程應修學分且成

績及格之學生，應至各系網

頁下載「申請學程證書用」

Word 檔案，依照該檔案內容

之說明填寫相關申請資料。 

2. 請將該檔案 email 給各系

助理，並列印該檔案第 2 

頁，以及附上歷年成績單正

本，送交各系辦公室即完成

學生修畢應修課程且成績及格者，

由學程委員會審查確認並頒發證

書，證書上將載明所修習課程科

目。 

1. 修畢本學程應修學分且成績及格

之學生，應填具「修課成績審核

表」，並須附上歷年成績單正本，送

交護理學系辦公室以申請學程證

書；收件期間為每年 6 月 10 日 - 

6 月 30 日之間及 2 月 1 日 - 2 

月 28 日之間。 

2. 學程證書將轉送各系分發給結業

同學，應屆畢業生於 6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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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 

3. 收件期間為每年 6 月 10 

日 6 月 30 日及 2 月 1 日 2 

月 28 日。 

7 月 20 日之間申請者，請附已貼 

25 元郵票之 A4 規格回郵信封乙

個，將由學程委員會以郵寄方式寄

交。 

四、「雲端運算技術與實務」學程修訂內容如下表，詳細內容請參閱附件七之四

(pp.651-652)【召集人：資工系 楊吳泉主任】 

修改項目 修改後 修改前 

學程課程表 

基礎理論： 

核心技術：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學分數 異動情形 

資料庫系統 資工系/3 新增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學分數 異動情形 

巨量資料 資工系/資管系/3 新增資管系開課

資料探勘 資工系/資管系/3 新增資工系開課

五、「資訊技術與管理」學程修訂內容如下表，詳細內容請參閱附件七之五 

(pp.653-654)【召集人：資工系 楊吳泉主任】 

修改項目 修改後 修改前 

肆、課程系統 

五、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科目

應至少 6 學分(含)以上為

非原科系課程。 

五、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科目

應至少 11 學分(含)以上

為非原科系課程。 

學程課程表 

共同選修：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學分數 異動情形 

手機程式設計 資工系/3 
更改年級 

限制三下開課 

資料庫系統 資工系/3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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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外語溝通」學程修訂內容如下表，詳細內容請參閱附件七之六(pp.655-657) 

【召集人：語文學院  尚惠芳院長】 

修改項目 修改後 修改前 

學程課程表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學分數 異動情形 

實務英語會話(一) 應日系/1 停開 

實務英語會話(二) 應日系/1 停開 

實務英語會話(三) 應日系/1 停開 

實務英語會話(四) 應日系/1 停開 

跨文化溝通 應日系/應英系/2 停開 

觀光英文 應英系/3 刪除 

英語演說與辯論(一) 應英系/3 刪除 

英語演說與辯論(二) 應英系/3 刪除 

新聞英文 應英系/3 刪除 

英語聽講實習(一) 應日系/1 新增 

英語聽講實習(二) 應日系/1 新增 

實用英文(一) 應日系/2 新增 

實用英文(二) 應日系/2 新增 

媒體語文與聽講(一) 應日系/3 學分數異動 

媒體語文與聽講(二) 應日系/3 學分數異動 

跨文化溝通與實作Ι 應日系/應英系/2 新增 

跨文化溝通與實作Π 應日系/應英系/2 新增 

英語談判技巧 應英系/2 
更改年級 

一三 
 

辦  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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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遠距教學課程開課申請，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以下 4 門課程採線上非同步教學以及面授教學，課程計畫表請參閱附件八 

(pp.658-666)。 

二、謝良瑜老師、馬宗洸老師、王瑜琦老師申請開設「微積分(一)」、「統計學(二)」、 

「探索微生物的世界」。於 105 年通過數位課程認證，符合本校「遠距教學實施

辦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已通過教育部數位學習教材認證或數位學習

課程認證教師，得於認證通過後五年內提出開設遠距教學課程申請，若教師所教

授課程其教學評量結果未達標準者，次學年起該科目二年不得提出申請。」 

三、簡溢均老師申請開設「生理學(一)」，符合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二

項第一款規定：「欲申請數位學習認證教師，得提出開設遠距教學程申請，並於

課程結束後，依規定向教學發展中心提出認證申請。」 

四、經查以上編號 1 至 4 教師所教授課程前期教學評量結果皆高於全校標準分數。 

辦    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編號 開課單位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必/選
學分/

時數
教學方式 

1 財數系 謝良瑜
微積分（一） 

(105 年通過數位課程認證)
必修 4/4

線上同步：3 次，6 小時 

線上非同步：17 次，34 小時 

面授：16 次，32 小時 

2 企管系 馬宗洸
統計學(二) 

(105 年通過數位課程認證)
必修 3/3

線上同步：2 次，6 小時 

線上非同步：11 次，33 小時 

面授：5 次，15 小時 

3 醫放系 簡溢均
生理學(一) 

(擬申請數位學習課程認證)
必修 2/2

線上非同步：10 次，20 小時 

面授：8 次，16 小時 

4 通識中心 王瑜琦
探索微生物的世界 

(105 年通過數位課程認證)
選修 2/2

線上同步：2 次，4 小時 

線上非同步：9 次，18 時 

面授：7 次，1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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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心 

案由：義守大學大學部大一、大二通識必修英文課程調整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 基於外語學習理論之學習順序應為聽、說、讀、寫，方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與成效，故擬自 106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將大一「實用英文」與大二「英語聽講實

習」修課時程對調，必修科目新增、異動表請參閱附件九(PP.667)。 

二、 本案業經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協調會(106.3.10)審議通過，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

第 1 次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初審小組會議通過(106.3.29)，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

通識教育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通過(106.04.14)。 

辦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執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心 

案由：106 學年度配合教育部「大學校院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修訂「各院系

指定學生應修習通識教育博雅課程領域一覽表」，請討論。 

說明： 

一、106 學年度配合教育部「大學校院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執行各學院試

辦全校性跨領域選修課程(跨領域學程入門課程)項目。 

二、修訂「各院系指定學生應修習通識教育博雅課程領域一覽表」，如附件十(PP.668-

669)。 

辦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    由：課程學習之「教育目標、達成指標及核心能力」修訂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各院系依據課程規劃，修訂院系「教育目標、達成指標及核心能力」。 

二、 醫務管理學系於 105 學年度上學期擬修訂在職專班護理管理組之核心能力、達

成指標，護理學系原住民族專班擬修訂日間學士班之教育目標，修正資料對照

表如下： 

單位 學制 修訂項目 修正後資料 原資料 備註 

醫務管理學

系 

在職專班

護理管理

組 

核心能力 1. 具備中、高階護理管

理專業知能。 

Equip students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1. 具備醫管專業

之知能。 

Possess 
knowledge and 
ability of health 

依評鑑委員

建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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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iddle/high level 
nursing management.

 
 
2. 具備分析與解決問題

的能力。 

Equip students with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3. 具備護理管理之國際

觀。 

Equip students with 
international view of 
nursing management.

 
 
 
4. 精進護理管理專業之

創新與整合能力。 

Equip students with 
advanced innovative 
and integrative ability 
of nurs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 

 
 
 
5. 具備護理管理科學新

知研究能力。 

Equip students with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research ability 
on nursing 
management. 

 

care anagement 
profession. 

 
 
2. 具備分析與解

決問題的能

力。 

Posses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3. 具備醫管之國

際觀。 

Possess 
international 
view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4. 精進醫管專業

之創新與整合

能力。 

Advance 
innovating and 
integrating 
ability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profession. 
 

5. 具備醫管科學

新知研究能

力。 

Possess research 
ability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new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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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管理學

系 
在職專班

護理管理

組 

達成指標 1. 運用護理管理專業知

識以解決相關問題。

Us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nursing
management to 
problem solving. 
 
 
 
 
 

2. 運用綜合問題分析能

力來解決管理相關問

題。 

Using analytic ability 
to management 
problem solving. 
 
 
 
 
 
 
 

3. 參與或分享國際護理

管理趨勢 

Participating or 
sharing in 
international trend in 
nursing management.
 

4. 增進並整合護理管理

專業知識發展管理策

略。 

Advancing and 
integra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nursing
management to 

1. 運用醫管專業

知識以解決相

關問題。 

Using health 
care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solve relevant 
problems. 
 

2. 運用綜合問題

分析能力來解

決醫管相關問

題。 

Using analyzing 
abilities of 
general 
problems to 
solve relevant 
health care 
management 
problems. 
 

3. 參與國際交流

活動。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vents related to 
healthcare. 
 

4. 增進並整合醫

管專業知識發

展管理策略。 

Increasing and 
integrating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develop 

依評鑑委員

建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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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management 
strategies. 
 
 

5. 應用科學新知分析與

研究護理管理相關議

題。 

Apply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analyze
and to research 
nursing management 
issues. 

management 
strategies. 
 

5. 應用科學新知

分析與研究醫

管相關議題。 

Applying new 
science 
knowledge 
analysis and 
researching 
relevant issues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護理學系原

住民專班 
日間學士

班 
教育目標 1. 培養原專班學生具備

專業醫學護理知識與

技能，並能應用護理

過程處理個案的健康

問題。 

Developing 
indigenous students’ 
professional medical 
and nursing 
knowledge in solving 
individual patients’ 
health issues. 
 
 
 
 
 
 
 

2. 培養原專班學生具備

原住民族文化素養，

並尊重每一個體的獨

特性，並學習關懷生

命。 

Developing 
indigenous students’ 

1. 培養學生具備

專業醫學護理

知識與技能，

並能應用護理

過程處理個案

的健康問題。 

Nurturing 
students to 
acquire 
professional 
medical & 
nursing 
knowledge in 
solving 
individual 
healthy problem 
based by 
nursing process.
 

2. 培養學生尊重

每一個體的獨

特性，並學習

關懷生命。 

Nurturing 
students to 
develop respect 

配合原住民

專班學生特

性，修正教

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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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humanism, 
respecting the 
uniqueness of 
individuals and caring 
for life. 
 

3. 培養原專班學生具備

獨立自主及創新的思

考能力。 

Developing 
indigenous 
students’ capabilit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reative thinking. 
 
 

4. 培養原專班學生具備

團隊溝通合作的能

力。 

Developing 
indigenous students’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kills in teams. 
 
. 

individual 's 
uniqueness and 
caring for life. 
 
 
 

3. 培養學生具備

獨立自主及創

新的思考能

力。 

Nurturing 
students to have 
capabilit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reativity. 
 

4. 培養學生具備

團隊溝通合作

的能力。 

Nurturing 
students to 
acquire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kills. 

 

 

辦  法：經審議通過後，學習品質保證管理委員會之課程學習組會議列入業務報告後備

查。 

決  議：請依校外委員建議修正英文說明內容，修改後通過。 

叁、臨時動議：無。 

肆、散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