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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日期/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26日（星期一）下午 13時 30分 

開會地點：圖書館 8樓會議室 

主    席：謝教務長宏榮                        紀錄：潘麗敏 

參加人員：詳如簽到冊 

壹、主席致詞：

貮、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案執行情形： 

提 案 決 議執 行 情 形

一、制定 109 學年度日四技及進修推廣
部四技入學課程規劃表案（觀光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制定完畢 

二、制定 109 學年度日四技及進修推廣
部四技入學課程規劃表案（文創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制定完畢 

三、制定 109 學年度入學四技及碩士班
課程規劃表案（土木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制定完畢 

四、制定 109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案 
（電子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制定完畢 

五、訂定 109學年度(日四技、碩士班、
夜四技、夜二技、夜二專及教學點國軍
專班)入學課程規劃表及修正108日四技
課程規劃表案（企管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制定/修訂

完畢 

六、制定 109 學年度入學大學部及研究

所課程規劃表案（建築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制定完畢 

七、修訂及訂定 106~109 學年度各部制

部入學課程規劃表案（資管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修訂/制定

完畢 

八、制定 109 學年度入學日間部、進修

部課程規劃表案（電機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制定完畢 

九、109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案（機械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制定完畢 

十、107-109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修正

及制定（遊戲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修訂/制定

完畢 
十一、修訂日四技 108 學年度入學及制
定 109 學年度日四技、二技進修部、二
專進修部、現役軍人營區在職專班二專
進修部及秋季班「智慧行銷與流通服務
產業碩士專班」入學課程規劃表（商務
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修訂/制定

完畢 

十二、訂定 109 學年度一般班、航空維
修產業專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入
學課程規劃表案（航機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制定完畢 

十三、訂定 109 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
案（航電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制定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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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訂定 109 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
案（航管系） 

修正後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制定完畢 

十五、訂定 109 學年度入學及修訂日間
部四技106~108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案（生
技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制定/修訂

完畢 

十六、制定 109 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
案（食科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制定完畢 

十七、制定 109 學年度入學及修訂 108
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餐飲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制定/修訂

完畢 
十八、修改日間部 107 學年度入學各系
課規備註（課務組）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修訂完畢 

臨時動議： 

一、修訂 109 進修部各系課規備註第 2

點說明 (進修推廣部)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修訂完畢 

二、四技進修部乙班 106-108 課程規畫

表修訂案 (機械系) 
照案通過 課程規劃表已修訂完畢 

 
参、 討論提案： 
案由一、航機系訂定 109學年度航空機械系飛機系統工程碩士班 
       「現役軍人營區在職專班」課程規劃表案，提請討論 
       （如附件一；PP.7~8），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航機系） 
說  明：本案已於 109年 9月 25日航機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及 109 

    年 9月 30航空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企管系修改 107、108 及 109 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案，提

請討論。（如附件二；PP.9~11）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企
管系） 

說  明： 
一、 為配合商管學科於產業界數位金融之發展趨勢以強化本院

核心課程之主軸特色，增強本院同學畢業之競爭力，自 109-2 
起將原院必修及選修課程進行規劃整合，而更新擬定新的院

必修及選修課程。 

二、 本案已於 109年 10月 13日企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及 109  

    年 10月 16日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 修改(內容)如下: 

107學年度入學:三下 院必修「原創新管理」更正為「區塊 

 鏈應用 3/3」。 

        108學年度入學:  

         (1) 三上院必修「原創新管理」更正為「資料探勘 3/3」。 

         (2) 三下院必修「原產業分析」更正為「區塊鏈應用 3/3」。 

         (3) 二下增加院選修課程:「金融科技企劃與實作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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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手機應用程式開發 3/3」。 

      109學年度入學: 

         (1) 三上院必修「原創意行銷」更正為「資料探勘 3/3」。 

         (2) 三下院必修「原產業分析」更正為「區塊鏈應用 3/3」。 

         (3) 二上增加院選修課程:「雲端應用平台概論 3/3」、 

「數位服務與創意行銷 3/3」。 

         (4) 二下增加院選修課程:「金融科技企劃與實作 3/3、」

「APP手機應用程式開發 3/3」。 

         (5) 一下增加院選修課程:「資料分析與統計 3/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國際商務與行銷系奉教育部核准 109學年度更名為「行銷與

流通管理系」，各項相關辦法送請系務會議通過，提送各相
關校級會議核定，並自 109年 8月 1日起生效，（如附件三；
PP.12~14）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行銷系） 

說  明：本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業經 109 年 6 月 16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暨期末分組討論會議通過；109
年 10 月 16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報請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日間部 107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修訂 
        案，（如附件四；PP.15）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行銷系） 
說  明： 

一、 本案已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行銷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及 109 
    年 10 月 16 日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 配合本系中長程發展計劃以及院系發展數位金融專業特色 

    課程之需要，擬修訂本系日間部 107 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 
    表，將原三年級院必修創新管理(下/3/3)課程修改為區塊鏈 
    應用(下/3/3)課程，並且針對未來開設必、選修之專業課程， 
    如無循序漸進、適性教學之課程，則可彈性調整開課學期， 
    而畢業總學分數仍維持 128 學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日間部 108 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修訂

案，（如附件五；PP.16）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行銷系） 
說  明： 

一、本案已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行銷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及 109
年 10月 16日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配合本系中長程發展計劃以及院系發展數位金融專業特色課
程之需要，擬修訂本系日間部 108 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
將原三年級院必修創新管理(上/3/3)及產業分析(下/3/3)課
程分別修改為資料探勘(上/3/3)及區塊鏈應用(下/3/3)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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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原二年級院選修科目增加金融科技企劃與實作(下/3/3)
以及 APP 手機應用程式開發(下/3/3)課程，並且針對未來開
設必、選修之專業課程，如無循序漸進、適性教學之課程，
則可彈性調整開課學期，而畢業總學分數仍維持 128學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日間部 109 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修訂
案，（如附件六；PP.17）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行銷系） 

說  明： 
    一、本案已於 109年 10月 15日行銷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及 
        109年 10月 16日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配合本系中長程發展計劃以及院系發展數位金融專業特   

色課程之需要，擬修訂本系日間部 109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
表，將原三年級院必修創意行銷(上/3/3)及產業分析(下
/3/3)課程分別修改為資料探勘(上/3/3)及區塊鏈應用(下
/3/3)課程，原二年級院選修科目增加雲端應用平台概論(上
/3/3)、數位服務與創意行銷(上/3/3)、金融科技企劃與實
作(下/3/3)以及 APP手機應用程式開發(下/3/3)課程；原一
年級院選修科目增加資料分析與統計(下/3/3)課程，並且針
對未來開設必、選修之專業課程，如無循序漸進、適性教學
之課程，則可彈性調整開課學期，而畢業總學分數仍維持
128學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修訂 107~109學年度日間部入學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

（如附件七；PP.18-20）。（提案單位：資管系） 
說  明： 

一、為配合商管學科於產業界數位金融之發展趨勢以強化本院核
心課程之主軸特色，增強本院同學畢業之競爭力，自 109-2 
起將原院必修及選修課程進行規劃整合，而更新擬定新的院
必修及選修課程。 

二、本案已於 109年 10月 13日企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及 109  
        年 10月 16日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修改(內容)如下: 
        107學年度入學:三下 院必修「原創新管理」更正為「區塊 
        鏈應用 3/3」。 
        108學年度入學:  
          (1) 三上院必修「原創新管理」更正為「資料探勘 3/3」。 
          (2) 三下院必修「原產業分析」更正為「區塊鏈應用 3/3」。 
          (3) 二下增加院選修課程:「金融科技企劃與實作 3/3」、             
             「APP手機應用程式開發 3/3」。二下原統計學 3/3取 
              消，更正為創新管理 3/3。 
         109學年度入學: 
          (1) 三上院必修「原創意行銷」更正為「資料探勘 3/3」。 
          (2) 三下院必修「原產業分析」更正為「區塊鏈應用 3/3」。 
          (3) 二上增加院選修課程:「雲端應用平台概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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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服務與創意行銷 3/3」。 
          (4) 二下增加院選修課程:「金融科技企劃與實作 3/3」、   
                                「APP手機應用程式開發 3/3」。 
          (5) 一下增加院選修課程:「資料分析與統計 3/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修訂 107~109學年度日間部入學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如

附件八；PP.21-23）。（提案單位：文創系） 
說  明：說 明： 
    一、本案已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文創系課程委員會議及 109 年

10月 16日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日間部四技：修定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規劃表。 
        (1) 三上院必修原創意行銷更正為「資料探勘 3/3」。 
        (2) 三下院必修原產業分析更正為「區塊鏈應用 3/3」。 
        (3)二上增加院選修課程:「雲端應用平台概論」3/3、 
                              「數位服務與創意行銷」3/3。                            
        (4)二下增加院選修課程:「金融科技企劃與實作」3/3、 
                              「APP 手機應用程式開發 3/3」 
        (5) 一下增加院選修課程:資料分析與統計 3/3。 
     三、日間部四技：修定 108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規劃表。 
        (1) 三上院必修原創新管理更正為「資料探勘」3/3。 
        (2) 三下院必修原產業分析更正為「區塊鏈應用」3/3。 
        (3)二下增加院選修課程:「金融科技企劃與實作」3/3、 
                              「APP手機應用程式開發」3/3。 
     四、日間部四技：修定 107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規劃表。 
        (1)三下院必修原創新管理更正為「區塊鏈應用」3/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修正 109 學年度文化創意產業學程課程規劃表，(附件九；

PP.21-23)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文創系） 
說  明： 
     一、本案已於 109年 10月 15日文創系課程委員會議及 109年 
         10月 16日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 修訂文化創意產業學程課程規劃表 
         (1)因財金系停招，故財金系相關課程移除。 
         (2)因商務系改系名，故商務系修改為行銷系。 
         (3)因配合入學課程規劃表修正，故修正部份課程名稱。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四技進修部乙班機械工程系課程規畫表 109、108、107入學 
        選修課規，(附件十；PP.26-28)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機

械系） 
說  明：刪除三下非傳統加工，不適合動力機械組，刪除四上車輛檢 
        驗實務，此課程重覆。本案已於 109年 10月 14日機械系課 
        程發展委員會議及 109年 10月 14日工程學院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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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案由一：修訂日四技 106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案（如附件十一； 
         P.29，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電子系） 
說  明： 
    一、本案已於 109年 10月 12日電子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09年 10月 14日工程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新增日四技 106學年度入學四下選修課程「產業分析」，總 
        學與數不變。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土木系 108、109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討論。（如附件十二； 
        P.30-31），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土木系）。 
說  明：本案已於 109年 10月 8日土木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及 109 
        年 10月 14日工程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修訂土木防災研究碩士班暨在職專班 109學年度入學課程規 
       劃表案（如附件十三；P.32-33），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土 
       木系）。 
說  明：增列選修課程 
決  議：照案通過。 
 
伍、散會：下午 2點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