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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第 128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地點：行政大樓西棟七樓會議室 
主席：洪教務長新原                               紀錄：陳淑美秘書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第 127 次教務會議紀錄(P1-P8) 

決定：確定。 

叁、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物理學系 
案由：「國立中正大學物理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點修正案，提

請核備。 
說明： 

一、因應本系實施雙軌制教學課程，擬增加學士班學生代表 1 人(分
別由 A 組與 B 組各 1 位學生代表)，參與審議有關修業規定及課

程增刪等課程規劃事項。 
二、 本案業經物理系 110 年 8 月 18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討

論通過(詳如附件一，P9）。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二，P10-P11）。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社會科學院 
案由：「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修正

案，提請核備。 
說明： 

一、現行本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對於學位學程課程並無明確規

範，為提升課程品質、健全課程三級三審機制及配合本校 109
年第 475 次行政會議「國立中正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之

修正，爰將「學位學程」納入本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規範。 
二、 本案業經 110 年 6 月 3 日本學院 109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討

論通過(詳如附件三，P12）。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四，P13-P14）。 

決定：為符合法制實務作業，請改以點次(非條次)方式呈現。另請一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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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第一點「…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之規

定，…」，餘洽悉。 

附帶決議： 
一、請各學院自行研議是否將學位學程主管納入課程委員會成員。 
二、請教學組檢討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有關課程三級三審之規

範與運作方式，並配合本校學習品保制度之建立，研議是否修

正前揭要點，提行政會議討論。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核

備。 
說明： 

一、 配合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之修正，將學位學程納入本學院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另為符合法制實務作業，改以點次方式

呈現。 
二、本案業經 110 年 10 月 14 日本學院 110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

討論通過(詳如附件五，P15）。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六，P16-P18）。 

決定：請修正第一點「…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之

規定，…」，餘洽悉。 
 
報告事項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案由：有關本校各研究所訂定「研究生學位論文比對結果統一標準」

案，提請報告。 
說明： 

ㄧ、依本校第 127 次教務會議提案討論三之決議，彙整本校各研究

所學位論文比對結果統一標準一覽表(如附件七，P19 )。 
二、其中目前由指導教授自行決定標準之研究所，建議依據第 127

次教務會議決議，訂定明確之標準，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定：洽悉；請尚未訂定明確標準之研究所，務必研訂明確標準，提

下次教務會議審議。 

肆、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有關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補正案，

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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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教育部 110 年 7 月 14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89453 號(詳如

附件八，P20)及 110 年 6 月 10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76740 號

函辦理(詳如附件九，P21-P22）。 
二、教育專業課程之補正，業經本中心 109學年度第 10次中心會議

決議通過(詳如附件十，P23）。 

三、另教育專門課程之補正，共三門培育學科，含公民、化學、輔

導教師，各培育學科之學分一覽表業經各系所會議通過，並經

本中心 110 學年度第 2 次中心會議決議通過(詳如附件十一，

P24-P26)。 
四、各培育學科之補正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 (詳如附件十二，

P27-P48)。 
五、待完成校內課程審查程序後，賡續辦理函報教育部相關作業。 

決議： 

一、請修改教育專門課程之修正說明(二)化學專長的補充說明：「上

述科目除限制三、四年級學生修課外，共分為四領域：有機、

無機、物化、分析，學生可任選其一領域，並至該領域教授之

實驗室進行研究。」 
二、修正後通過。 
 

提案討論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案由：「國立中正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修正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本校第 127 次教務會議臨時動議決議：「請各系所與教務處教

學組共同檢視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相關規定是否完備，若有

不盡完善之處，應予修正補強」辦理。 
二、 本次修正重點為：針對逕讀名額之公告與申請相關規範，予以

明確規範，餘為文字修正。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十三，P49-P53）。 
四、 請各系(所、學位學程)配合檢視修正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相關

規定。 

決議： 
一、 為符合法制實務作業，請改以點次(非條次)方式呈現。 

二、 第三點修正為：「各系(所、學位學程)應公告受理逕修讀博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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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名額及受理時間」；修正後通過。 
三、請教務處適時向教育部反應：由於博士班招生名額少，為利學

校招收優秀學生，建議增加招生名額之運用彈性，並修正「各

系、所、院、學位學程之核定招生名額不得全數以逕修讀博士

學位方式錄取」的規範。 
 

提案討論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案由：「國立中正大學教師授課時數核計要點」第十點、第十三點修正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 110 年 9 月 24 日大專院校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推動籌備

會議提案討論一之決議二「有關本校教師授課時數核計要點

中，教師開設 EMI 課程得以加計鐘點部份條文，未來再研議

是否將『全外語學位學程及學分學程之課程』的限制條件刪除」

辦理(詳如附件十四，P54-P56)。 

二、本次修正重點為： 

(一)為鼓勵教師開設全英語課程，增訂授課鐘點得以一點五倍計

算之規定。 
(二)針對長期授課不足教師，增訂處理方式。 

三、各校全英語授課鐘點加成規定及各校有關專任教師授課時數不

足規定一覽表(詳如附件十五，P57 -P59)。 
四、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十六，P60-P63）。 
五、本案經本會議討論通過，再提送校務會議審議後，預計自 111

學年度開始實施。 

決議： 
一、第十點第(二)款前段修正為：「經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

之全英語課程，其授課鐘點得以一點五倍計算，惟不列入超鐘

點時數計算」。 
二、為明確規範加計鐘點之計算方式，增訂第十點第(四)款：「依第

九點與第十點加計鐘點之課程，每門課程加計後授課鐘點總

數，以原授課鐘點的兩倍為上限」。 
三、第十三點第二項修正為：「系所、中心如有連續授課不足二學年

(含)之教師二名(含)以上，不得再行聘任新教師，須俟鐘點補足

後之次學年起，方得再行聘任新教師」。 
四、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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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四               提案單位：清江進修推廣暨數位學習中心 
案由：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暑期申請開設 34 門遠距教學課程，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學

校之院、所、系、科、學位學程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

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教學計畫，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

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

實施，並應公告於網路。 
前項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修讀對象、課程大綱、上課

方式、師生互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辦理。 
二、 各開課單位擬開設課程共 34 門(如下表)，申請表等相關資料請

參閱網址連結 https://eeelc.ccu.edu.tw/moodle/。 

序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班別 授課教師/職稱 是否 
新課 

1 樂齡生涯設計 

教育學院 
教學專業發展
數位學習碩士
在職專班 

魏惠娟教授 否 
2 質性研究 洪志成教授 否 

3 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
研究 王雅玄教授 否 

4 課程發展與設計 林永豐教授 否 
5 弱勢學生與教育 鄭勝耀教授 否 

6 成人教育方案協調者
之人際溝通技巧 

成人及繼續
教育學系 學士班 李藹慈教授 是 

7 審計學 

會計與資訊
科技學系 

會計與資訊科
技碩士在職專
班 

黃劭彥教授 否 
8 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 林岳喬副教授 否 

9 電腦稽核與風險管理 

會計與法律數
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 

黃劭彥教授 否 
10 財務會計(二) 曹嘉玲副教授 否 
11 刑法專題研究 王正嘉教授 否 
12 資訊管理與策略 許育峯助理教授 否 

13 金融市場與投資管理
專題研討 林岳喬副教授 否 

14 商業會計法 鍾宇軒助理教授 否 

15 財務報表分析研討 
暑期 

會計與資訊科
技碩士在職專
班 

吳貞慧副教授 
否 

16 證券交易法專題研討
暑期 

會計與法律數
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 

張進德教授 否 

17 管理會計暑期 邱献良助理教授 否 
18 雲端計算 

資訊工程學
系 

資訊工程研究
所 

江為國副教授 否 
19 模糊系統 游寶達教授 否 
20 物聯網概論 黃啟富副教授 否 

21 超大型積體電路系統
設計概論 鍾菁哲教授 是 

22 數位積體電路設計 鍾菁哲教授 是 
23 雲端計算 雲端計算與物

聯網數位學習
江為國副教授 否 

24 網路安全 鄭伯炤教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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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雲端學習科技暑期 碩士在職專班 游寶達教授 否 
26 線性代數暑期 資訊工程學系 游寶達教授 否 

27 普通物理：狹義相對論
暑期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 

包健華教授 是 

28 普通物理(一)A 
暑期 包健華教授 否 

29 普通物理(一)B 
暑期 包健華教授 否 

30 普通物理(一)C 
暑期 甘宏志教授 否 

31 土壤力學 地球與環境
科學學系 

地球與環境科
學學系 劉台生副教授 否 

32 經濟刑法專題研究(一) 
法律學系 

法律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王正嘉教授 
黃士軒副教授 否 

33 國際私法專題研究-涉
外民事法律關係(一) 

法律學系碩士
班 廖蕙玟副教授 是 

34 易數邏輯 通識教育中心 游寶達教授 否 

三、本案業經 110 年 10 月 27 日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遠

距教學委員會審查通過(詳如附件十七，P64-P68)。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當日上午 11 時 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