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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醫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紀錄 

 
開會時間：105年 3月 21 日(一)中午 12：00-13：30 

開會地點：口腔醫學院會議室 

主 持 人：李澤民院長 

出席人員：李澤民院長、王震乾主任、黃曉靈主任、何坤炎主任(請假)、林英助組長、 

陳俊明委員(請假)、陳克恭委員、王彥雄委員、曾于娟委員(請假)、杜哲光委員(請

假)、吳如惠委員(請假)、張肇森委員、謝尚廷委員、楊博任委員(曾忻代)、林榮富

委員 

記錄人員：孫幸君 

 

壹、 上次會議提案決議確認及執行追蹤 

105年1月20日口腔醫學院104學年度第5次院務會議紀錄簡要表 

案  由 決  議 
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除管/列管 

案號：10410-1 

提案單位：口腔衛生學系、牙醫學系 

本學院各學系104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

學習成效標準檢核案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

員會備查。 

已將資料送教務處

彙辦。 

（學院暨各學系） 

■除管 

□列管 

案號：10410-2 

提案單位：口腔衛生學系、牙醫學系 

本學院各學系104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

大綱及進度表審查案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

員會備查。 

已將資料送教務處

彙辦。 

（學院暨各學系） 

■除管 

□列管 

案號：10410-3 

提案單位：口腔衛生學系 

口腔衛生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 

照案通過，依程序公告。 104.11.20 高醫院口

(通)字第1040000005

號函公告。 

（口腔衛生學系） 

■除管 

□列管 

案號：10410-4 

提案單位：牙醫學系 

牙醫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草案） 

照案通過，依程序公告。 104.11.20 高醫院口

(通)字第1040000006

號函公布 

（牙醫學系） 

■除管 

□列管 

案號：10410-5 

提案單位：口腔衛生學系 

口腔衛生學系103學年度第2學期及

104學年度第1學期專任教師授課時數

審查案 

照案通過。 備查。 

（口腔衛生學系） 

■除管 

□列管 

案號：10410-6 

提案單位：牙醫學系 

案由、牙醫學系103學年度第2學期專

任教師授課時數審查案 

照案通過。 備查。 

（牙醫學系） 

■除管 

□列管 

案號：10410-7 

提案單位：牙醫學系 

案由、牙醫學系104學年度第2學期學

士班課程異動調整案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

員會審議。 

已提送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 

（學院暨各學系） 

■除管 

□列管 

案號：10410-8 

提案單位：牙醫學系 

案由、牙醫學系碩士班課程分流模組

規劃案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

員會審議。 

已提送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 

（學院暨各學系） 

■除管 

□列管 

http://lawdb.kmu.edu.tw/images/b/b3/1040000005.docx
http://lawdb.kmu.edu.tw/images/b/b3/1040000005.docx
http://lawdb.kmu.edu.tw/images/b/b3/1040000005.docx
http://lawdb.kmu.edu.tw/images/8/83/1040000006.doc
http://lawdb.kmu.edu.tw/images/8/83/1040000006.doc
http://lawdb.kmu.edu.tw/images/8/83/104000000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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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席報告 

1.本次會議重點： 

(1).本學院各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學習成效標準檢核案。 

(2).本學院各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大綱及進度表審查案。 

(3).本學院各學系 105 學年度課程規劃及異動案。 

(4).本學院各學系大學部課程分流模組規畫案。 

(5).本學院各學系畢業生流向、畢業生就業滿意度調查及雇主滿意度需回饋至課程改善檢討案。  

上述案由經本學院各學系課程委員會（通過日期如下表） 

學系 學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日期 附件一 (頁數) 

牙醫系 105 年 2月 18 日牙醫學系 104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 第 1-4頁(略) 

口衛系 
105 年 1月 26 日口腔衛生學系 104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 第 5-7頁(略) 

105 年 3月 10 日口腔衛生學系 104學年度第 3次課程委員會 第 8-10頁(略) 

 

 

参、提案討論 

提案一（10503-1） 

提案單位：牙醫學系、口腔衛生學系 

案由、本學院各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學習成效標準檢核案，請審議。 

說明：1.牙醫學系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學習成效標準檢核案經 105 年 2月 18日牙醫學系

104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通過，牙醫學系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學習成效標準

檢核表（附件略）。 

2.口腔衛生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學習成效標準檢核案經 105年 3月 10日口腔

衛生學系 104學年度第 3次課程委員會通過，口腔衛生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

學習成效標準檢核表（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 

 

 

提案二（10410-2） 

提案單位：牙醫學系、口腔衛生學系 

案由、本學院各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大綱及進度表審查案，請審議。 

說明：1.牙醫學系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大綱及進度表審查案經 105 年 2月 18日牙醫學系
104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通過，牙醫學系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大綱、進度表
審查檢核一覽表（附件略）。 

2.口腔衛生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大綱及進度表審查案經 105年 3月 10日口腔
衛生學系 104學年度第 3次課程委員會通過，口腔衛生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
大綱、進度表審查檢核一覽表（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 
 

 

提案三（10503-3） 

提案單位：牙醫學系 

案由、牙醫學系 105學年度各學制班課程異動調整案，請審議。 

說明：1.本案經 105年 2 月 18日牙醫學系 104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2.學士班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應修科目學分表及新開課程

相關資料（附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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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碩士班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應修科目學分表（附件略）。 

4.博士班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應修科目學分表及新開課程

相關資料（附件略）。 

5.碩士班在職專班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105學年度入學新生應修科目學分表及

新開課程相關資料（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四（10503-4） 

提案單位：口腔衛生學系 

案由、口腔衛生學系 105 學年度各學制班課程異動調整案，請審議。 

說明：1.本案經 105年 1 月 26日口腔衛生學系 104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及 105年 3月 

10日口腔衛生學系 104學年度第 3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2.學士班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應修科目學分表及新開課程

相關資料（附件略）。  

3.碩士班課程開設/調整/刪除明細表、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應修科目學分表（附件略）。 

4.碩士班在職專班課程未異動，105學年度入學新生應修科目學分表（附件略）。 

決議：1.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2.為因應牙科數位化趨勢，建議增加數位牙科(系統操作)相關課程。 

 

 

提案五（10503-5） 

提案單位：牙醫學系 

案由、牙醫學系大學部課程分流模組規劃案，請審議。 

說明：1.依據 104.12.25 教務處通知：105學年度起推動大學部課程分流規劃，請各學系檢視

基礎、核心課程、學分數及畢業學分數等內容，規劃「學術型導向」與「實作型導

向」之課程模組，並將課程分流規劃表，提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2.本案經 105年 2 月 18日牙醫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3.牙醫學系大學部課程分流模組規劃表（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六（10503-6） 

提案單位：口腔衛生學系 

案由、口腔衛生學大學部課程分流模組規劃案，請審議。 

說明：1.依據 104.12.25 教務處通知：105學年度起推動大學部課程分流規劃，請各學系檢視

基礎、核心課程、學分數及畢業學分數等內容，規劃「學術型導向」與「實作型導

向」之課程模組，並將課程分流規劃表，提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2.本案經 105年 1 月 26日口腔衛生學系 104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3.口腔衛生學系大學部課程分流模組規劃表（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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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10403-7） 

提案單位：牙醫學系、口腔衛生學系 

案由、本學院各學系畢業生流向、畢業生就業滿意度調查及雇主滿意度需回饋至課程改善檢

討案，請審議。 

說明：1.牙醫學系畢業生流向、畢業生就業滿意度、雇主滿意度回饋至課程改善檢討案經 105

年 2月 18日牙醫學系 104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通過。牙醫學系運用「畢業生流

向」、「畢業生就業滿意度」、「雇主滿意度」回饋至課程改善之結果（附件略）。 

2.口腔衛生學系畢業生流向、畢業生就業滿意度、雇主滿意度回饋至課程改善檢討案

經 105年 3月 10 口腔衛生學系 104學年度第 3次課程委員會通過。口腔衛生學系運

用「畢業生流向」、「畢業生就業滿意度」、「雇主滿意度」回饋至課程改善之結果

（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 主席宣布散會：13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