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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103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4年 04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2時 00分 

地 點：N407會議室 

主 席：楊教務長明宗 

出 席：(詳簽到單) 

 

壹、 主席報告 

無。 

貳、 確認 103年 10月 28日 103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 

參、 核備專長審查委員會 103學年度第 5次至第 10次審議結果(附件第 85頁) 

准以備查。 

肆、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 由：檢具 104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之通識教育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 

(附件第 7頁) 。 
說 明：業經 104年 3月 30日 103學年度第 1次體育室課程委員會通過、104

年 4月 1日 103學年度第 2次人文課程/科學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檢具商學院各系所修訂及新訂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 
說 明：業經 104年 04月 7日 103學年度第 4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 國際榮譽學程修訂 102-103學年度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8-11頁)。 
修訂對照表如下： 
102-103學年度 

修  正  後 修  正  前 

刪除 

專業領域-國際物流組 
(三十學分) 

Concentration 
 International(二) 

Logistics 
(30credits) 

專業領域-商管組 
 (三十學分) 
Concentration 

Commerce (一) 
(30credits) 

專業領域-商管組 
 (三十學分) 
Concentration 

Commerce (一) 
(30credits) 

 
 
 
 
 



2 

 

103學年度 
修  正  後 修  正  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 

學期 

財務管理 3 必選 三上二上 財務管理 3 必 三上 

貨幣與金融 3 必 三上 新增 

二、 商學院碩士班新訂 104學年度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12頁)。 
三、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士班課程規劃表

(附件第 13-15頁)。 
四、 財務金融學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16-17頁)。 
五、 國際企業學系新訂 104 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士班課程規劃表(附件

第 18-19頁)。 
六、 會計學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20頁)。 
七、 行銷學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21頁)。 
八、 國際榮譽學士學位學程新訂 104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22-23頁)。 
九、 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新訂 104學年度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24-26頁)。 

決  議:1.本案說明第四點財務金融學系 104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專業

必修科目原「金融證照輔導」，調整為「金融行銷與證照輔導」。 

       2.本案說明第七點行銷學系 104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專業必修

科目原「行銷決策資訊系統」，調整為「行銷資訊系統」。 

       3.其餘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 由：檢具觀光運輸學院各系所修訂及新訂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 
說 明：業經 104年 3月 25日召開 103學年度第 4、6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一、 觀光運輸學院修訂 103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27-29頁)。 

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備註 

1.本組畢業學分最低共需 34學分，各

組專業選修科目至少需修習 15學分

以上，其中專業選修科目可承認本院

他組或他院課程學分至多 6 學分，且

需撰寫碩士論文。 

1.本組畢業學分最低共需 34學分，各

組專業選修科目至少需修習 15學分

以上，且需撰寫碩士論文。 

二、 觀光運輸學院新訂 104學年度碩士班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30-31頁)。 
三、 觀光運輸學院新訂104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表(附件第32-34

頁)。 
四、 觀光運輸學院新訂 104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僅一年級適用)課程規劃表



3 

 

(附件第 35頁)。 
五、 空運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士班二年級以上適用課程規劃

表(附件第 36-37頁)。 
六、 物流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士班二年級以上適用課程規劃

表(附件第 38-39頁)。 
七、 運科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40頁)。 
八、 休閒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41頁)。 
九、 觀光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士班二年級以上適用課程規劃

表(附件第 42-44頁)。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 由：觀光運輸學院新增「國際禮儀與儀態」及「企業參訪」兩門課為院整

合課程。「國際禮儀與儀態」列為院整合課程；「企業參訪」是否列入
必選修，由各系依本身需求調整，提請 討論。 

說 明：業經 104年 3月 25日召開 103學年度第 4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 由：檢具健康照護學院各系所修訂及新訂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 
說 明：業經 103 年 12 月 2 日及 104 年 3 月 31 日院課程委員會第 3、4 次會

議通過。 
一、 保健營養學系修訂 103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45頁)。 

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刪除 健康心理學 3 必 二上 

刪除 健康行銷理論與實務 2 必 二下 

生物統計 3 選必 二上 生物統計 3 選 二上 

專題討論(一) 1 選必 二上 專題討論(一) 1 選 三上 

專題討論(二) 1 選必 二下 專題討論(二) 1 選 三下 

二、 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養生療癒組修訂 103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附件第 46頁)。 

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養生經絡學中藥養生學 3 必 2上 養生經絡學 3 必 2上 

三、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修訂 103 學年度大學日間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47
頁)。 

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醫護術語 2 必選 2上 醫護術語 2 必 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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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學概論 2 必 2上 新增 

四、 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新訂 104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
件第 48頁)。 

五、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新訂 104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49    
頁)。 

六、 保健營養學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50頁)。 
七、 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新訂104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51-52

頁)。 
決  議:1.本案說明第一點保健營養學系修訂 103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專業必修科目原修訂為「專題討論(一)」二上、「專題討論(二)」二

下，調整為「保健營養專題討論(一)」三上、「保健營養專題討論(二)」

三下。 

       2.其餘照案通過。 

 

第六案 

案 由：103學年度第 2學期健康照護管理學院整合課程取消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業經 103年 12月 2日召開第 3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取消課程列表如下: 

課程名稱 必/選 學分數 學年/期 課程召集人 備註 

解剖生理學 必 3 半/下 林佳賢 保營 1年級/健康健管 2年級 

營養學概論 必 2 半/上 程仁華 保營 1年級/健康健管 2年級 

健康行銷理論與實務 必 2 半/下 凌孝綦 保營 2年級/健康健管 1年級 

健康心理學 必 3 半/上 凌孝綦 保營 2年級/健康健管 1年級 

運動與健康概論 必 2 半/下 凌孝綦 保營 2年級/健康健管 1年級 

健康管理專題講座 選 3 半/下 蘇喜 保營健康健管 1年級 

整合醫學與健康管理 選 3 半/下 蘇喜 保營健康健管 2年級 

決  議:照案通點。 

 
第七案 
案 由：檢具人文社會學院各系所修訂及新訂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 
說 明：業經 103 年 12 月 23 日、104 年 2 月 9 日、104 年 4 月 1 日院課程委

員會第 3、4、5次會議通過。 
一、 應日系修訂 101-102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課程規畫表(附件第 53-54   

頁)。 
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刪除 初級韓語(上) 2 必 四上 

刪除 初級韓語(下) 2 必 四下 

特級日語會話(上) 24 必 四上 特級日語會話(上) 2 必 四上 

特級日語會話(下) 24 必 四下 特級日語會話(下) 2 必 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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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華系修訂 102-103學年度大學部、103學年度碩士班課程規劃表(附
件第 55-59頁)。 
修訂對照表如下: 

102大學部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多媒體華語學習一 2 必選 多媒體華語學習一 2 必 第 5學期 

多媒體華語學習二 2 必選 多媒體華語學習二 2 必 第 6學期 

103大學部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中級數位華語學習一 2 必選 中級數位華語學習一 2 必 第 3學期 

中級數位華語學習二 2 必選 中級數位華語學習二 2 必 第 4學期 

103碩士班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刪除 碩士論文 0 必 二上 

刪除 碩士論文 0 必 二下 

二、 公管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原住民族事務專班、碩士班課程規劃
表。(附件第 60-62頁) 

三、 法律系新訂 104 學年度大學部、碩士班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63-64
頁)。 

四、 應日系新訂 104 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士班、碩士班課程規劃表(附
件第 65-67頁)。 

五、 應英系新訂 104 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士班、碩士班課程規劃表(附
件第 68-70頁)。 

六、 應華系新訂 104 學年度大學部、碩士班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71-73   
頁)。 

七、 人文社會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新訂 104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附
件第 74頁)。 

八、 人文社會學院法律碩士在職專班新訂 104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75頁)。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案 由：人社院整合課程「法學緒論」及「商事法概要」取消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業經人社院 104年 4月 1日召開 103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 考量「法學緒論」及「商事法概要」對本校他系學生法律相關知識養

成相當重要，該取消案不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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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 
案 由：檢具資訊學院各系所修訂及新訂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 
說 明：業經 104年 4月 1日 103學年度第 5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一、 資訊學院新訂 104學年度碩士班、碩專班、進修學士班課程規劃表(附

件第 76-78頁)。 
二、 資管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79-80頁)。 
三、 多媒體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81頁)。 
四、 資傳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82頁)。 
五、 創意學程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附件第 83頁)。 
六、 資訊學院新訂數位空間與商品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104 學年度大學部課

程規劃表(附件第 84頁)。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 
案 由：資訊學院整合課程「資料庫管理」及「系統分析與設計」取消案，提

請 討論。 
說 明：業經 104年 4月 1日召開 103學年度第 5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第一案 

案 由：資訊學院新訂學士後聲音設計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104學年度課程規

劃表，提請 討論。                     

說 明：業經 104年 4月 17日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會議決議必須請 1~2校

外專家學者參與審核，現因校課程委員會開會在即，擬提請委員同意

授權本學程課規於校外專家審核後，再將結果向校課程委員會報備同

意，以利下學年度招生。 

決  議:准以核備。 

 

第二案 

案 由：行銷系新訂 104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 

說 明：業經 104年 4月 7日商學院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1.專業必修科目原「行銷研究」，調整爲「行銷研究方法」。 

       2.其餘照案通過。 

 

 

陸、 散會:下午 3點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