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首府大學 101學年度第 1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 11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分至 3時 00分 

地點：致宏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戴文雄 教務長                                           紀錄：譚君儀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 

一、課務組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二、本次會議決議列管事項：(無)。 

參、提案討論： 

一、有關本校學院「休閒產業學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1，頁 2）、「設計 
    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2，頁 4）修正案，提請  審議。 

決議： 

(一)經詢問人事室、參考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及各大專院校課程委員會成員設定， 

  不需要設定「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之規定，故休閒學院、設計 
  學院二案同時修正該條文。 
(二)修正休閒學院及設計學院設置辦法名稱，本校通稱為「課程委員會」,刪除「發 
    展」二字。 

二、有關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課程大綱撰寫優秀獎勵審查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三、本校各系所課程模組設定內容及定義乙案，提請  討論。 

決議： 

(一)請各單位針對學分學程及模組課程進行內容檢討，會中建議由學院整合各系所 

    資源推動特色模組課程，且宣導學生參與適合之學分學程，可取得學分學程證 

    書和增加就業競爭力。 

(二)教務處配合進行宣導作業，並於本學期辦理各式推廣作業。 

四、本校學生網路選課時段調整乙案，提請  討論。 

  決議: 本會建議以日間時段 12時 30分作為選課啟始時間，並由課務組以問卷調查（附 

    件 3，頁 6）學生喜好時段作為調整之依據。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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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首府大學「 休閒產業學院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 

條文修正對照表 
年  月  日行政會議通過 

年  月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會委員組成如下： 

(1)當然代表：院長、各學系(學程、學

程)主任、所長。 

(2)推選代表：各學系(所)推選專任教

師代表一位。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3)校友代表、校外專家學者及產業界

代表各一人。 

(4)各系(所、學程)得推選學生若干名

為列席代表。 

 

 

 

第三條:  

本會委員組成如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 

(1)當然代表：院長、各學系(學程、學

程)主任、所長。 

(2)推選代表：各學系(所)推選專任教

師代表一位。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3)校友代表、校外專家學者及產業界

代表各一人。 

(4)各系(所、學程)得推選學生若干名

為列席代表。 

 

 

 

根據學校的組

織規程條文，

發現校級及系

級的課程發展

委員會並沒有

任一性別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

的規定。為了

對應校、系法

規及便於院級

委員的遴選，

因此建議刪除

原條文:「任一

性別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的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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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休閒產業學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100 年 01 月 25 日院務會議通過 
100 年 03 月 07 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休閒產業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研議、規劃與推動本院課程相關事

宜，設立本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休閒產業學院課程發展委

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 推動各學系(所、學程)課程之整合。 

二、 協調學系(所、學程)間相互支援之課程。 

三、 規劃相關學位學程及一般學程。 

四、 規劃及推動本院推廣教育。 

五、 規劃、審議及協調各學系(所、學程)課程與共同教學設施之使用相關事宜。 

六、 研訂課程規章、課程評鑑辦法及其他相關事宜。 

七、 處理其他與本會性質相關事務或院務會議授權事項。 

第三條 本會委員組成如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一、 當然代表：院長、各學系(學程、學程)主任、所長。 

二、 推選代表：各學系(所)推選專任教師代表一位。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 校友代表、校外專家學者及產業界代表各一人。 

四、 各系(所、學程)得推選學生若干名為列席代表。 

第四條 本會會議由院長召開，並擔任會議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第五條 本會會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應有過半數出席委員同

意，始得決議。 

第六條 本會會議決議事項，應送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審議。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提請教務會議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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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灣首府大學「 設計學院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 

條文修正對照表 
年  月  日行政會議通過 

年  月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會之代表組成如下： 

一、當然代表：院長、各學系(所)主任、

所長。 

二、推選代表：各學系(所)推選專任教

師代表一位，推選代表之任期為一年，

連選得連任。 

三、各系校友代表各一位及校外專家學

者及產業界代表各一位。 

四、各系所應推選學生一名為列席代

表。 

 

第三條 本會之代表組成如下： 

一、當然代表：院長、各學系(所)主任、

所長。 

二、推選代表：各學系(所)推選專任教

師代表一位，推選代表之任期為一年，

連選得連任。 

三、各系校友代表各一位及校外專家學

者及產業界代表各一位。 

四、各系所應推選學生一名為列席代

表。 

五、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若女性委員人數不足，得由院長遴選本

校女性專任教師擔任。 

 

 

根據學校的組

織規程條文，

發現校級及系

級的課程發展

委員會並沒有

任一性別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

的規定。為了

對應校、系法

規及便於院級

委員的遴選，

因此建議刪除

原條文:「任一

性別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的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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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設計學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100年 3月 15日院務會議通過 

101年 12月  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設計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研議、規劃與推動本院課程相關事宜，設立

本院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設計學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 推動本院各學系(所)課程之整合。 

二、 協調本院學系(所)間相互支援之課程。 

三、 規劃本院之相關學位學程及一般學程。 

四、 規劃及推動本院之推廣教育。 

五、 規劃、審議及協調各學系(所)課程與共同教學設施之使用相關事宜。 

六、 研訂本院課程規章、課程評鑑辦法及其他相關事宜。 

七、 處理其他與本會性質相關事務或院務會議授權事項。 

 

第三條 本會之代表組成如下： 

一、當然代表：院長、各學系(所)主任、所長。 

二、推選代表：各學系(所)推選專任教師代表一位，推選代表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各系校友代表各一位及校外專家學者及產業界代表各一位。 

四、各系所應推選學生一名為列席代表。 

 

第四條 本會會議由院長召開，並擔任會議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第五條 本會會議應有出席代表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應有二分之ㄧ(含)以上出

席代表同意，始得決議。 

 

第六條 本會會議決議事項，應送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審議。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提報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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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灣首府大學 101學年度 

網路選課時段調查表 
親愛的導師，您好： 

    本校學生網路選課方式使用多年，現行選課時間為下午 5 時開

始，至隔日下午 5 時再開放下個年級選課，持續五日，第五日為全校

均可選課，經常有學生反應因工作關係或路程原因無法按時第一時間

參與選課。為了讓學生能更有效的進行網路選課，課務組針對網路選

課時段進行調查，煩請導師利用導師時間協助調查，謝謝！ 

（一）以下有五個網路選課啟始時段，請紀錄調查後人數 

 啟始時段 人數 

1 上午 8時  

2 上午 9時  

3 上午 11時  

4 中午 12時 30分  

5 原時段：下午 5時  

6 其它： 

 

（二）現行選課建議（無可免填） 

 

 

 

 

 

 

 

班級：                    全班人數： 

出席人數(附點名單)：         

                          導師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