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聯合大學理工學院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課程委員會第 1 次會議記錄
紀錄:黃惠琳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02 月 21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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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院系所於 102 年進入第二週期認證，敬請各系所儘早開始準備。
2. 根據 2013/01/23IEET 全國校院長論壇發佈訊息，原各系所適用之認證規
規範 EAC2010+於 2014 年為因應 Washington Accord 2009 內容修改認證
規範內容為新制之 EAC2014，其中特別需要系所針對規範 3 教學成效及
評量中需強化「專案管理(含成本分析)有效溝通、領域整合與團隊合作
能力」
、
「畢業生需具備與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與規範四「強化工程設
計能力，專題實作為必要課程」並持續針對規範 1.3.4 持續進行改善及
追蹤。詳細簡報內如參卓附件。
貳、 宣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参、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材料與化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案由：請審議材料與化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102 學年度入學生科目表。
說明：1.本案業材料與化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100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學
程會議(101.05.17)及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程會議(101.10.04)
2. 102 學年度課程異動，入學生科目異動檢核表如附件一。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化學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化學工程學系 102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進修部大學、日間部
碩士班入學生科目表及 102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進修部大學輔系、
雙主修修讀標準。
說明：1. 本案業經化學工程學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暨教學委員
會議(101.11.07)、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臨時系務會議(101.11.15)。
2. 會議紀錄、102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進修部大學、日間部碩士班
入學生科目異動檢核表及 102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進修部大學輔
系、雙主修科目異動檢核表如附件二。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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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機械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機械工程學系 102 學年度碩士班、大學(甲、乙、丙、丁)及
進修學士班入學生科目表及 102 學年度大學(甲、乙、丙、丁)輔系、
雙主修修讀標準。
說明：1. 本案業經機械工程學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5 次課程暨工程教育
認證推動小組會議(101.12.27)、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102.01.10)。
2. 會議紀錄、102 學年度碩士班、大學(甲、乙、丙、丁)及進修學士
班入學生科目異動檢核表及 102 學年度大學(甲、乙、丙、丁)輔
系、雙主修科目異動檢核表如附件三。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四案
提案單位：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102 學年度日間部碩士班、日間部大學
進修部大學入學生科目表及 102 學年度大學、進修部大學輔系、雙
主修修讀標準。
說明： 1. 本案業經土木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課程委員會議(102.01.14)。
2. 會議紀錄、102 學年度日間部碩士班、日間部大學、進修部大學
入學生科目異動檢核表及 102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進修部大學輔
系、雙主修科目異動檢核表如附件四。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五案
提案單位：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102 學年度碩士班、日間部大學入學生科
目表及 102 學年度大學輔系、雙主修修讀標準。
說明：1. 本案業經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
議(101.12.19)、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01.09.25)及 101
學年第一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102.01.10)。
2. 會議紀錄、102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生科目表、日間部大學入學生
科目異動檢核表及 102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輔系、雙主修科目異動
檢核表如附件五。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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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提案單位：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102 學年度學士班(甲、乙) 、碩士
班入學生科目表及 102 學年度學士班(甲、乙)輔系、雙主修修讀標
準。
說明：1. 本案業經環安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2.01.16)
2. 會議紀錄、102 學年度碩士班、學士班(甲、乙)入學生科目異動檢
核表及 102 學年度學士班(甲、乙)輔系、雙主修科目異動檢核表
如附件六。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七案
提案單位：工業設計學系
案由：請審議工業設計 102 學年度碩士班、日間部大學入學生科目表及 102
學年度大學輔系、雙主修修讀標準。
說明：1. 本案業經工業設計學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4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
通過(102.01.15)。
2. 會議紀錄、102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生科目表、日間部大學入學生
科目異動檢核表及 102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輔系、雙主修科目異動
檢核表如附件七。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八案
提案單位：能源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能源工程學系 102 學年度碩士班、大學入學生科目表及 102
學年度大學輔系、雙主修修讀標準。
說明：1. 本案業經能源工程學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
通過(102.01.09)。
2. 會議紀錄、102 學年度大學入學生科目異動檢核表及 102 學年度
大學輔系、雙主修科目異動檢核表如附件八。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3

第九案
提案單位：建築學系
案由：請審議建築學系 102 學年度碩士班、大學及室內設計進修部入學生
科目表及 102 學年度大學輔系、雙主修修讀標準。
說明：1. 本案業經建築學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1.12.05)
2. 會議紀錄、102 學年度碩士班、大學及室內設計進修部入學生科
目異動檢核表及 102 學年度大學輔系、雙主修科目異動檢核表如
附件九。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十案
提案單位：微奈米工程與光電科技學分學程
案由：請審議 99、100、101、102 學年度微奈米工程與光電科技學分學程
修正案。
說明：1.本案業經 101 學年度微奈米工程與光電科技學分學程會議第 1 學
期第 1 次會議通過。(102.01.08)
2.新增專業學程選修-於 99-101 新增四門學程選修科目：
(1)新增課程-99 年新增 DEOE0061 幾何光學(3/3)
(2)新增課程-100 年新增 DEOE0061 幾何光學(3/3)、DEEP0308
電磁學(一)(3/3)
(3)新增課程-101 年新增 DEOE0061 幾何光學(3/3)、DEEP0308 電
磁學(一)(3/3)、DEOE0034 物理光學(3/3)、DEOE0121 雷射原理
與 應用(3/3)
3. 會議紀錄、學程入學生科目表修正彙總表如附件十。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十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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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日間部(甲乙丙丁)入
及進修學士班入學生科目表修正案。
說明：
1. 本案業經機械工程學系 100 學年第 1 學期第 4 次(2.3)及第 5 次(4)
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2. 變更開課學期-100 學年度日間部(甲乙丙丁)主系必修 DSME0026
流體力學(原三下)，變更開課學期至三上。
3. 新增主系選修-98-101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新增主系選修
DSME0558「創意設計」四上(3/3)
4. 新增主系選修-99-101 學年度日間部(甲乙丙丁)及進修學士班新增
主系選修 DSME0559「專案管理」四上(3/3)。
5. 會議紀錄、98、99、100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入學生科目修正彙總
表如附件十一。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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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98.99.100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四技
(甲、乙)入學生科目表及 101 碩士班入學生科目表修正案。
說明：
1. 本案業經議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課
程委員會會議通過(101.11.27)及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
委員會(101.01.16)。
2. 新增選修-98.99.100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四技(甲、乙)入學生科目表
新增-DSS00017「工廠實務」四下(3/9)。
3. 新增選修-10 年碩士班-新增主系選修一上 DSEN0366 工業安全衛
生書報討論(一)、一下 DSEN0367 工業安全衛生書報討論(二)、二
上 DSEN0368 工業安全衛生書報討論(三)、二下 DSEN0369 工業
安全衛生書報討論(四)。
4. 會議紀錄、98.99.100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四技(甲、乙)入學生科目
表及 101 年度碩士班入學生科目表總表如附件十二。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98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入學生科目表修正
案。
說明：
1. 本案業經議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
委員會會議通過。
2. 修正主系選修學分/時數：98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入學生科目表四下
主系選修 DSCV0328 地工結構物(3/3)更正為 DSCV0180 土地結
構物(2/2)。
3. 會議紀錄、98 學年度進修部學士班入學生科目修正彙總表如附件
十三。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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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工業設計學系
案由：請審議工業設計學系 98-100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生科目表修正案。
說明：1.本案業原經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100.3.31）、3 次(100.6.8)
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並於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
提案修正。再經議工業設計學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4 次系課程
委員會會議通過(102.01.15)。
2.新增主系必修(更名)-修正 100 學年度入學生科目表之大四主軸設
計課程因課程諮詢委員建議更改為畢業專題以符合學生畢業製作
精神。
修正年度

修正前資料

修正後資料

性質/開課年
級

100

整合設計(一)
2 學分 2 小時
整合設計實習(一)
2 學分 4 小時
整合設計(二)
2 學分 2 小時
整合設計實習(二)
2 學分 4 小時

畢業專題(一)
4 學分 4 小時

主系必修
4上

畢業專題(二)
4 學分 4 小時

主系必修
4下

100

3.修正畢業條件-修正 98-100 學年度學士班之畢業條件說明。(如附件修正彙
總表)

4.會議紀錄、98-101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生科目修正彙總表如附件十
四。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微奈米工程與光電科技學分學程
案由：請審議 101 學年度微奈米工程與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學程檢討報告。
說明：
1. 本案業經 101 學年度微奈米工程與光電科技學分學程會議第 1 學
期第 1 次會議通過(101.01.08)。
2. 會議紀錄，學程檢討報告如附件十五。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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