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陽明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議
紀

錄

開會時間：109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周教務長穎政
出 席 者：學院院長、學院級課程委員會代表、學生會代表
列 席 者：教務處副教務長、各組組長、秘書

記錄：洪鶴芳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擬廢止本校「學生考試試場規則」、本校「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參加校外暑期班辦
法」及本校「非同步網路課程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為規範校內學期考試學生應遵守之事項，於 96 年訂定本校「學生考試試場
規則」。目前，學期考試皆由各任課教師參考校方期程自主規劃於課程及評量中，
本規則實務上已不適用。
二、 學生參加校外暑期課程，實務上均以校際選課方式進行，本校「修讀學士學位學
生參加校外暑期班辦法」將規劃併同校際選課辦法研議修訂，本辦法擬廢除之。
三、 遠距教學包括同步及非同步遠距教學，本校「非同步網路課程實施要點」擬予廢
除，並依據教育部遠距教學相關辦法及現況，另訂定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要點
並提本次會議討論(草案如提案四)。
四、 檢附前揭法規如附件第 1 頁至第 3 頁。
辦法：依本次會議決議，提第 58 次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第 58 次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維護學生權益，並使系所更具彈性處理博士班資格考業務，擬放寬及簡化資格
考相關規定，修正重點如下︰
(一) 資格考申請日期不再由校方統一規定，改由各所自訂，惟應於申請當學期
結束前辦理完成(修正條文第三點)。
(二) 資格考核成績由百分制修正為採「通過」、「不通過」評分，並簡化繳回教
務處資料。(修正條文第六點)
(三) 資格考核完成年限及相關規定，由各所自訂，不再統一規範，並刪除未於
規定期限內完成資格考核或考核不及格之退學規定。(修正條文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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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
第 4 頁至第 6 頁。
辦法：依本次會議決議，提第 58 次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第 58 次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 第六點第十款條文增訂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教育部針對各界對於大專院校學位論文審查品質管控之建議，於 109 年 8 月 19
日函知各大專院校應積極強化學位論文品保機制，其中包含學校不公開或延後公
開之論文應有嚴謹之審核機制，並將揭露學校各系所學位論文延後公開及不公開
之比率。
二、 學校提交學位論文送國家圖書館時，以公開利用為原則，若為延後公開者，則需
訂定合理期限。依教育部 100 年 7 月 1 日臺高(二)字第 1000108377 號函文規定
「以五年為原則，且應避免永不公開之情況」。現行作法係由學生填具「國家圖
書館延後公開申請書」經所屬指導教授簽章並加蓋系所章戳後即可申請。
三、 為促進學術傳播並強化本校學位論文品保機制，爰依教育部規定增訂學生之學位
論文如因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需申請三年(含)以上延後公開或
不予公開者，應填具審查表，並敘明理由及檢附證明文件，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
查同意後，始得向國家圖書館提出申請之規範。
四、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詳如附件第 7 頁至第 14 頁。
辦法：依本次會議決議，提第 58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實
施。
決議：照案通過，提第 58 次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擬訂定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於 107 年 12 月訂定「非同步網路課程實施要點」，鼓勵教師以 Evercam 錄
製非同步遠距課程，以提供學生反覆練習；而同步遠距教學因 1082 學期新冠肺
炎疫情而有大幅度需求，擬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現
況，訂定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要點」(草案)，以完善遠距教學課程法規。
二、 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要點」(草案)如附件第 15 頁。
辦法：依本次會議決議，提第 58 次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草案如附件第 15 頁)，並提第 58 次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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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藥學系
案由：擬訂定本校藥學系碩士班修業辦法(草案)，提請 備查。
說明：
一、 依本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 本修業辦法(草案)業已經藥科院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三、 檢附藥學系碩士班修業辦法(草案)如附件第 16 頁至第 19 頁。
辦法：依本次會議決議，提第 58 次教務會議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提第 58 次教務會議備查。
提案六
提案單位：視覺文化研究所
案由：擬訂定本所輔所修課規定，提請 備查。
說明：
一、 依據註冊組 109 年 10 月 15 日陽教註字第 1090021911 號來函及本校「學生修讀
輔系(所、學位學程)辦法」規定辦理。
二、 本案業經本所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109 年 6 月 18 日所務會議通過。
三、 本所設置輔所之應修科目及學分數詳如附件第 20 頁。
辦法：依本次會議決議，提第 58 次教務會議備查，並自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受理學生
申請修讀。
決議：照案通過，提第 58 次教務會議備查。
提案七
提案單位：醫學院、藥科院、人社院、共教中心等
案由：有關本校 1082 學期至 1092 學期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提請 備查。
說明：
一、 1082 學期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共計 8 門課程以遠距教學方式授課；1091 及 1092
學期系所規劃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分別為 4 門及 3 門，詳如下表︰
開課
單位
醫學院

藥物科學
院

開課
學期別
1082 學期

1082 學期

1091 學期
人文與社
1082 學期
會科學院
1091 學期
共同教育
中心

1092 學期

純遠距教學課程名稱
生理學
生理學實驗
生物藥學專題討論
生技新藥專題討論
進階生物藥學專題討論
食品安全法規及管理科學
食品毒理學(Food Toxicology)
食品安全與管理一(Food Safety and Management I)
泛靈論
科技與民主
意識導論
英文寫作
英文寫作
腦、心智與哲學
價值、倫理與未來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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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非同步

同步
非同步
非同步
同步
同步
非同步
非同步
同步

二、 前揭課程均已經各級課程相關會議討論通過，各課程遠距教學計畫書如附件第
21 頁至第 71 頁。
三、 茲因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中，對於採計為畢業總學分數之
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有所規範，惠請鼓勵所屬教師採「混合式教學(Hybrid)」方
式授課。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公告。
決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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