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比及教學標竿評比二部分，於 101 年 5 月 22 日發函(（101）教

課字第 42 號)，鼓勵各系(所)以國際知名學校為標竿，檢視課程規

劃，含必選修配置之妥適性、領域關聯性等，且由課程地圖之基

本素養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關聯圖檢視學生基本素養核心能力與

課程相關性，以落實教育目標，提升教學品質。成果資料須經系、

院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送教務處彙整。 

(2) 於 101 年 5 月 30 日舉辦系(所)課程國際標竿評比說明會，邀請各開

課單位及系所代表參加；評比作業於 10 月 12 日收件截止，其中

課程地圖評比有 47 案，教學評比 46 系(所)共 211 案提出，總計 59%

系所參加。 

(3) 執行成果經審查委員評審結果：課程地圖評比部分評選出 14 名獲

獎勵單位，教學標竿評比部分選出 9 名得獎單位，另特別獎 1 名

（詳如附件三 P.11）。 

(4) 評比作業獎勵金共業務費 85 萬元，由頂尖大學教學組經費項下補

助。 

(5) 將繼續推動標竿評比作業，以標竿評比完成系所傑出成果為典

範，鼓勵未推動完成之系所積極參與。 

2. 101學年第 1學期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本校主播課程有「生物科技之

產業化」、「科學傳播概論」、「科學傳播經典賞析」及「補強英文」等

4門，收播課程有「從產業學界看台灣生技醫療產業」、「水產養殖企

業管理」及「智慧財產權及農技財產權」等 3門，主播課程將依程序

送教務會議及教育部備查。 

3. 101 學年度第 1 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於 10 月 19 日(五)召開，

會中通過補助 101 學年第 2 學期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共 15 門，共計

補助經費新台幣$280,460 元整。 

4. 101 學年第 1 學期「融入服務學習之專業課程創意教學設計徵件活動」

即日起至 101 年 11 月 14 日(三)止，請各系所協助公告，並鼓勵學生

踴躍參與。詳細比賽辦法請見服務學習網站公告：

http://service-learning.osa.ncku.edu.tw。 

5. 化學系、資源系、航太系/民航所、生化所、臨醫所、微免所等 6 個

系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送本會備查，詳如附件四(P.12~17)。全校各

院系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均已完成修訂（修訂重點：成員應包含學

生代表至少一人、校外學者專家或業界代表至少一人）。 

6. 課程概況報告如附件五(P.18~21 )。 



 

7. 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彙總表如附件六(P.22)。 

貳、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審議「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博士班」等 8 個系所提出新成立系所課

程表或畢業學分數及必修課程異動案，詳如附件七(P.23~39)。 

說明： 

一、 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辦理（課程規劃需經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 

二、 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年者，不得少於一

百二十八學分；修業期限非四年者，應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三、 本校研究生章程第十條略以：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

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碩士論文六學分、博士論文十二

學分，均另計。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系所照案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審議「材料學系」、「會計學系」及「政治學系」提出異動輔系／雙主

修應修學分數及課程表，詳如附件八(P.40~45)。 

說明： 

一、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 

二、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四條：選定雙主修之

學生，除應修滿主系應修畢業科目學分外並應實際修滿另一主修學系

所訂科目四十學分以上。 

三、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四條：任一學系作為他

系之輔系時，應就該學系必修科目表中指定專業(門)科目至少二十個

學分作為輔系課程。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學系照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審議中文系等 23 個學系大學部必修時段排課調整案，詳如附件九

(P.46~47，明細於會場另附)。 

說明： 

一、 依據 97 年 3 月 25 日 96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執行。

內容略以： 

（一）為協助學生作跨領域學習之修課規劃，減少選課衝堂、提昇課

程安排品質，98 學年起大學部課程採取時段排課。 

（二）為使學生入學時即能充分了解四年必修課程安排情形，各系（班）

1 至 4 年級之必修課程時段須排定，若異動需經系、院、校課

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得更動。 

二、 中文系等 23 個學系必修時段排課調整案，業經相關系、院課程委員



 

會通過。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學系照案實施。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各學系必修課程時段理應固定，未來必修時段需要調整時，須專簽經

教務長同意方可變動。 

第四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準則」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評鑑跨領域學程訪談紀錄辦理。 

二、 擬修訂條文內容如附件十(P.48~49)，原條文如附件十一(P.50)。 

三、 國內各國立大學相關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列表如下： 

校名 跨領域學分學程定義 
跨領域學分學程學分

數規定 

臺灣

大學 

各教學研究單位得依其教學研究發展需

求，設置跨院、系、所專業領域課程設計及

組合之學分學程。 

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至

少為二十學分。 

清華

大學 

為增加學生選課之彈性，引導學生有系統地

修習特定領域之課程，本校除訂定修讀雙主

修及輔系辦法之外，各教學單位得依本原則

共同設置（或單獨設置）學程，提供學生修

讀。 

學程應修學分數至少

為十五學分。 

交通

大學 

各學院開設院課程學程，乃以院為單

位，規劃跨學院學程、學院內之跨系學

程、以及各學系之專業選修學程。 

學程的課程規劃至

少為二十四學分。 

擬辦：通過後提教務會議討論，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增設或設置辦法訂定/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三條辦理。 

二、 審議增設之跨領域學分學程，計有「奈米積體電路工程碩士班學分學程」

乙案，計劃書如附件十二(P.51~63)。 

三、 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訂定設置辦法案，計有「醫療器材與系統學程」

乙案，計劃書如附件十三(P.64~73)。（98 年 6 月 23 日 97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補送設置辦法） 

四、 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修訂設置辦法案，計有「創意、創新、創業學程

(三創學程)」乙案，計劃書如附件十四(P.74~95)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承辦單位照案實施。 

決議： 



 

一、「奈米積體電路工程碩士班學分學程」修訂通過。另建議學程單位可另

向推廣教育中心申請設立學分班或學程，以利非在學學生亦可修習。 

二、「醫療器材與系統學程」修訂通過。 

三、「創意、創新、創業學程(三創學程)」修訂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審議 101 學年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書申請，提 

請討論。(如附件十五,P.96~118)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規定：教師開授遠距教學課

程，應於前一學期填具教學計畫書，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始得

開授。主播課程首次採遠距教學或教學計畫內容修訂課程，並須經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 

二、  101 學年第 2 學期擬採遠距教學之課程為「科學行銷概論」及「科學

寫作」。 

三、 101 學年第 1 學期(本學期)已採遠距教學之課程有「科學傳播概論」

及「科學傳播經典賞析」，補提請審議。 

擬辦：審議通過後，提教務會議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參、 委員建議： 

一、 建議下次「業務單位報告」提供以下資訊： 

1. 各學程例年選修人數統計表。（課務組） 

2. 大學部學生平均修課學分數。（註冊組） 

3. 附件六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彙總表加列必修學分欄位。（課務組） 

二、 建議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將 open course 置於 Youtube 或台灣線上聯

盟平台。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4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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