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聯合大學理工學院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課程委員會第 2 次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地點：八甲校區理一 A502 會議室
主席：楊希文 院長
壹、 宣布開會暨主席報告
貳、宣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叁、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能源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能源工程學系 99、100 及 101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生科目表新
增修正案。
說明：1.此案業經能源工程學系一百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課程委員會
議通過(101.10.25)。
2.於 99、100、101 年入學生科目表新增三上主系選修「能源科技推
廣服務(一)」、三下「能源科技推廣服務(二)」2 學分/4 小時課程，
相關修正表格如附件 1。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會議修訂。
決議 : 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審議修訂。
第二案
提案單位：化學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在化學工程學系 101 學年度進修部學士班入學生科目表新增
修正案。
說明： 1.此案業經化工系一百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101.10.25)。
2.於 101 學年度進修部學士班入學生科目表新增三下「環境化學」
及「半導體先進封裝製程與材料」相關新增內容如下表所示，詳
細表格請參附件 2
科目名稱

學分數/時數

開課學期

新增年度

備註

環境化學

3 學分/三小時

三下

101

主系選修

半導體先進封
裝製程與材料

3 學分/三小時

三下

101

主系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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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會議修訂。
決議 : 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審議修訂。
第三案
提案單位：工業設計學系
案由：請審議工業設計學系 98-100 學年大學部入學生科目表調整修正案。
說明： 1.業經工業設計學系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101.10.17)。
2.調整刪除：主系必修【整合設計實習(一)】2 學分 4 小時/4 上開
課。
主系必修【整合設計實習(二)】2 學分 4 小時/4 下開
課。修訂表如附件 3-1。
3.據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決議：98~100 入學生
科目表畢業條件說明關於整合設計(一)、(二)及實習部份更正為
畢業專題(一)(二)。
修正
年度

修正前資料

性質

開課
年級

修正後
資料

100
大學部

【整合設計及實習
(一)】
2 學分/4 小時

刪除/
主系必修

4 上開課

畢業專題
(一)

100
大學部

【整合設計及實習
(二)】
2 學分/4 小時

刪除/
主系必修

4 下開課

畢業專題
(二)

辦法：根據「國立聯合大學入學生科目修正相關規定」如修訂必修科目如
遇新增、刪除、變更學分數、須經當學年度該系入學在校生 75%(含)
以上同意。(學生簽名單如附件 3-2 所示)通過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後送請本校課程會議修訂。
決議 : 依會中委員意見修正後，送校課程審議修訂。
第四案
提案單位：工業設計學系
案由：請審議工業設計學系 101 學年創新設計產業碩士專班(春季班)入學
生科目表。
說明： 1.本案業經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1.10.17)。
2.「101 學年創新設計產業碩士專班(春季班)入學生科目表」
，相
關修訂表格及科目表如附件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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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會議修訂。
決議 : 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審議修訂。

第五案
提案單位：工業設計學系
案由：請審議工業設計學系 101 學年創新設計產業碩士專班入學生科目表
基本能力指標修正案。
說明：1.業經工業設計學系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
議通過(101.10.17)。
2.修正內容對照如下表所示，詳細修改清單如附件 5 所示：
修正
年度
101

修正前資料
1. 創新與設計思維能力
2. 品牌行銷能力
3. 設計分析與評價能力

修正後資料
1. 創新思維能力
2. 品牌企劃與專案管理能力
3. 設計分析與評價能力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會議修訂。
決議 : 依會中委員意見修正後，送校課程審議修訂。
第六案
提案單位：工業設計學系
案由：請審議工業設計學系 101 學年創新設計產業碩士專班入學生科目表
變更修正案。
說明：1.業經工業設計學系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
議通過(101.11.07)。
2.修訂 101 入學生科目表主系必修：
「服務創新專論」更改開課學
期，修正簡表如下，詳細修正內容請參卓附件 6-1。
101 學年創新設計產業碩士專班入學生科目表修正對照如下：
修正年度
101

修正前資料

修正後資料

服務創新專論/2 上 服務創新專論/1 下
3 學分 3 小時

3 學分 3 小時

性質/開課年級
主系必修
更改開課學期為 1 下

辦法：根據「國立聯合大學入學生科目修正相關規定」如修訂必修科目如
遇新增、刪除、變更學分數、須經當學年度該系入學在校生 75%(含)
以上同意。(學生簽名單如附件 6-2 所示)通過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後送請本校課程會議修訂。
決議 : 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審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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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提案單位：機械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機械工程學系 98、99、100、101 學年度大學、四技、進修學
士班入學生科目表變更及修正案。
說明： 1.本案業經機械工程學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4 次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101.11.13)。
2.修訂 98、 99、100、101 學年度大學、四技、進修學士班於四上
新增主系選修「創意設計」
，3 學分 3 小時，詳細修訂內容如附
件 7。
3.修訂 98 學年 99、100、101 學年度大學、四技、進修學士班及
變更主系選修 DSME0410「產品專利」開課學期為三下附件 7。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會議修訂。
決議 :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審議修訂。
第八案
提案單位：建築學系
案由：請審議修改建築學系大學部學士班、建築學系室內設計大學進修部
之 101 學年度入學生科目表變更修正案。
說明： 1.本案業經建築學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10.03)
2.建築學系大學部學士班、建築學系室內設計大學進修部之 101、
102 學年度入學生科目表內畢業條件中檔修說明修正如附件 8
表格所示。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會議修訂。
決議 : 依會中委員意見修正後，送校課程審議修訂。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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