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文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105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記錄 
時間：106 年 05 月 24 日中午 12：00 地點：文管大樓五樓文理學院會議室 
主席：侯錦雄 院長 記錄：蔡婉琳  助理  
會議性質：院課程委員會事務會議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會議資料：1.本會會議議程 

2.附件一：多媒體系 106 學年日四技、日二技、夜四技、碩班科目表 
3.附件二：多媒體系 103-105 學年日四技、105 夜四技科目表 
4.附件三：生科系 103-106 學年四技、105-106 學年碩班、碩專班科目

表。 
5.附件四：應外系 103-106 學年四技、106 進修二技科目表 
6.附件五：休閒系 106 學年四技、碩班、碩專班科目表 

壹、主席宣佈開會及確認議事事務： 
一、記錄人員報告及確認出席人數。 
二、確認本次會議議程及會議資料項目。 
三、（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貮、主席報告 
一、 （前次會議議案執行情形）。 
二、 院課程委員會相關會務報告。 

參、議案討論 ： 
一、 審議多媒體系 106 學年日四技、日二技、夜四技、碩士班科目表修訂案。

（附件一） 
1. 說明： 

(1) 經多媒體系 105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2) 106 各學制課程修訂詳附件對照表。 

2. 討論：（略） 
3. 決議：照案通過。 
 

二、 審議多媒體系 103-105 學年日四技及 105 學年夜四技畢業門檻修訂案。

（附件二） 
1. 說明： 

(1) 經多媒體系 105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2) 原訂畢業門檻含修業企業實習課程，修訂移除此畢業門檻條件。 
(3) 105 夜四技:增加[資訊軟體應用]2 學分 2 小時選修(對照表)。 

2. 討論：（略） 
3. 決議：照案通過。 



 
三、 審議生科系 103-106 學年四技、106 學年碩班、105-106 碩專班科目表修

訂案。（附件三） 
1. 說明： 

(1) 經生科系 105 學年度第 2 次、第 3 次及第 4 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2) 103-104 四技:刪除「吸收吸附技術」3 學分 3 小時至四年級第 2 學

期。 
(3) 104-105 四技: 

①、 移動：三年級第 1 學期「食品化學」3 學分 3 小時改至三年

級第 2 學期；三年級第 2 學期「酵素學」2 學分 2 小時改至

三年級第 1 學期 
②、 刪除：三年級第 1 學期「高分子奈米混合分散技術」3 學分

3 小時刪除；三年級第 1 學期「第二外國語(一)」2 學分 2 小

時、三年級第 2 學期「第二外國語(二)」2 學分 2 小時刪除。 
(4) 105 四技:  

①、 變更：必修二年級第 1 學期「有機化學(一)」2 學分 2 小時

改為「有機化學」3 學分 3 小時 
②、 移動：三年級第 2 學期「農藥殘留分析技術實習」1 學分 2

小時改至三年級第 1 學期 
③、 刪除：二年級第 2 學期「有機化學(二)」2 學分 2 小時刪除；

四年級第 2 學期「吸收吸附技術」2 學分 2 小時刪除。 
(5) 105-106 碩專班:新增「海洋生物科技學」3 學分 3 小時至二年級第

1 學期。 
2. 討論：（略） 
3. 決議：照案通過。 
 

四、 審議應外系 103-106 學年四技、106 學年進修二技科目表修訂案。（附件

四） 
1. 說明： 

(1) 經應外系 105 學年度第 5 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2) 106 四技: 

①、 調整：「觀光英語」原於第一學年下學期調整至第一學年上

學期開課。「職場英文」原於第一學年上學期調整至第四學年

下學期開課。 
②、 合併：原第四學年上學期「商用英文寫作(一) (Business 

English Writing 1) 」與 第四學年下學期「商用英文寫作

(二)(Business English Writing 2)合併課程 為第四學年上學期

之「商用英文寫作 (Business English Writing) 」 選修課程 (2
學分/2 小時)。 

③、 新增「領隊導遊英文 (Tourism English ) 」選修課程(2 學分



/2 小時)。 
(3) 103-105 四技：新增：第四學年上學期開設「英文戲劇演練(English 

Drama Practice )」(3 學分/3 小時)；「文化翻譯與改寫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Rewriting)」(2 學分/2 小時)選修課程。於第四學年

下學期開設「英文戲劇表演(English Drama Performance )」(3 學分

/3 小時) 選修課程。 
2. 討論：（略） 
3. 決議：照案通過。 
 
 

五、 審議休閒系 106 學年四技、碩士、碩專班科目表修訂案。（附件五） 
1. 說明：經休閒系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１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2. 討論：（略） 
3.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意見交換：  
陸、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