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聯合大學理工學院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課程委員會第 2 次會議記錄
紀錄:黃惠琳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01 月 16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地點：八甲校區理一 A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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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會議議程)
参、提案討論
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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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學年第 1 學期第 4 次系課程
委員會會議通過。P9-P10
2. 修改 102 年畢業條件說明:第二點
3. 修改 102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輔系必修變更學分數。
4. 修改 102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雙主修系必修變更學分數。
5. 會議紀錄、102 學年度進修部學士班入學生科目(輔系、雙主修)
修正彙總表如附件一。P6-10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工業設計學系
案由：請審議工業設計學系 100-102 學年度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入學生科
目表修正案。
說明：1.本案業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102.11.20）。P17-P23
2.新增及變更 100-102 入學生科目表主系選修。P11
3. 新增變更及修改畢業條件說明 102 年進修學士班入學生科目表修
正。P12-P14
4.會議紀錄、100-102 學年度進修部入學生科目修正彙總表如附件
二。P11-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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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案 
提案單位：工業設計學系-創新設計產業碩士專班
案由：請審議工業設計學系 102 學年度工業設計學系-創新設計產業碩士專
班入學生科目表修正案。
說明：1.本案業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102.11.20）。P17-P23

2.修改 102 入學生科目表(含春季班)畢業條件說明-修正內容詳如彙
整總表。P15-P16
3.會議紀錄、103 學年度創新設計產業碩士專班及春季班入學生科目
修正彙總表如附件三。P15-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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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化學工程學系 101、102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生科目表修正案。
說明：
1. 本案業經化學工程學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
議通過(102.10.03)。P25-P26
2. 修改 101、102 年大學部入學生科目表:工業安全與衛生(2/2)四上
上改四下授課。P24
3. 會議紀錄、101、102 學年度進修部學士班入學生科目修正彙總表
如附件四。P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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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能源工程學系 100、101 及 102 學年度學士、碩士以及進修學
士班入學生科目表修正案。
說明：
1. 本案業經議能源工程學系 102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
會議通過。(103.01.03)P30-P31
2. 刪除 100.101.102 學年度學士班及碩士班部份主系選修課程。
P27-29
3. 會議紀錄、100、101 及 102 學年度學士及碩士班入學生科目修正
彙總表如附件五。P27-P31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六案  
提案單位：機械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機械工程學系 103 學年度學士班(甲、乙、丙、丁)入學生科
目表及學士班(甲、乙、丙、丁)輔系、雙主修以及碩士班入學生科
目表。
說明：1. 本案業經機械工程學系 102 學年第 1 學期第 5 次課程委員會議
(103.01.08)、102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103.01.14)。
2. 會議紀錄、102 學年度學士班(甲、乙、丙、丁)、輔系、雙主修科
目異動檢核表、進修學士班入學生科目異動檢核表及碩士班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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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七案  
提案單位：化學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化學工程學系 103 學年度日間部學士班入學生科目表、學士
班輔系、雙主修、進修部學士班、日間部碩士班入學生科目表。
說明：1. 本案業經化學工程學系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
(102.10.03)。 P50-P52
2. 會議紀錄、103 學年度日間部學士班、輔系、雙主修科目異動檢
核表、進修學士班以及碩士班入學生科目異動檢核表如附件七。
P44-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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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103 學年度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學士
班(進修學士班)輔系、雙主修以及碩士班入學生科目表。
說明： 1. 本案業經土木系 102 學年第 1 學期第 4 課程委員會議(103.01.08)。
P64-P65
2. 會議紀錄、103 學年度日間部學士班(進修學士班)、輔系、雙主修
科目異動檢核表以及碩士班科目異動檢核表如附件八。P53-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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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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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學士班(甲、乙) 、學士
班(甲、乙)輔系、雙主修及碩士班入學生科目表。
說明：1. 本案業經環安系 102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3.01.08)
2. 會議紀錄、103 學年度學士班(甲、乙)入學生科目異動檢核表及
103 學年度學士班(甲、乙)輔系、雙主修科目異動檢核表以及 103
學年度碩士班異動檢核表如附件九。P66-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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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103 學年度日間部學士班入學生科目表、
學士班輔系、雙主修及碩士班入學生科目表。
說明：1. 本案業經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102 學年第 1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
議(102.12.10)通過。P80-P82
2. 會議紀錄、日間部學士班入學生科目異動檢核表、輔系、雙主修
科目異動檢核表以及 103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生科目表如附件十。
P74-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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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工程學系
案由：請審議能源工程學系 103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生科目表、學士班輔系、
雙主修以及碩士班入學生科目表。
說明：1. 本案業經能源工程學系 102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
通過(103.01.08)。P89-P90
3. 會議紀錄、103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生科目異動檢核表、輔系、雙
主修科目異動檢核表以及碩士班入學生異動檢核表如附件十一。
P83-P88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工業設計學系
案由：請審議工業設學系 103 學年度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進修
學士班)輔系、雙主修以及碩士班入學生科目表。
說明：1. 本案業經工業設計學系 102 學年第 1 學期第 5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
通過(102.12.18)。P106-P109
2. 會議紀錄、103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生科目異動檢核表、輔系、雙
主修科目異動檢核表(進修部)以及 103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生異動
檢核表如附件十二。P91-P105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建築學系
案由：請審議建築學系 103 學年度學士班及室內設計進修部入學生科目
表、學士班輔系、雙主修以及碩士班入學生科目表。
說明：1. 本案業經建築學系 102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1.12.05)P117-P122
2. 會議紀錄、103 學年度學士班及室內設計進修部入學生科目異動
檢核表、輔系、雙主修科目異動檢核表以及碩士班科目異動檢核
表如附件十三。P110-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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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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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入學生科目表。
說明：1.本案業經材料與化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102 學年第 1 期第 1 次學
程會議(102.11.07)。P124-P128
2. 103 學年度課程異動，入學生科目異動檢核表如附件十四。P123
辦法：通過後送請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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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微奈米工程與光電科技學分學程修讀標準。
說明：1.本案業經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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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30)P133-P136
2. 會議紀錄、學程異動檢核表如附件十五。P129-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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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陸、散會(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