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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技術學院100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教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1：00 

貳、地點：元智大樓 911 會議室 

參、主席：許教務長書務                                         紀錄：邱芬華 

肆、出席人員：張浚林、李建南、丁玉良、馮君平、陳瑞金、曾建榮、廖又生、吳宜憲(代)、

魏慶國、周繡玲(代)、黃寬裕、陳保生、楊雪華 

缺席人員：陳宗柏(請假)、蘇木川、李德松(請假)、袁國榮、林智莉、林暐峻(請假)、

詹皇晨(請假)、張仁豪(請假) 

列席人員：鍾曜陽(代)、林致祥、劉明香、閆嬰紅、邱芬華 

伍、主席致詞： 

一、下次會議研議研究所開課規範、指導費及指導鐘點計算方式。 

二、將再修訂校課程委員會三級三審規範詳細事項。 

陸、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一、案由：學生歷年成績單取消「部別」，提請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學生歷年成績單不予取消部別。  

執行情形：依決議學生歷年成績單維持原案，不予取消部別。  

二、案由：修訂本校「選拔教學優良教師實施要點」第二點，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

務處課務組）  

決議：維持原案，不予修訂。 

執行情形：經會議討論不作任何的變更，仍維持原條文的規範繼續適用於教學優良教

師的選拔。 

三、修訂本校「學生轉系(組)辦法」，提請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公告實施。  

四、案由：因應進修部轉學生、轉系生、重修生、停招系及最後一屆系之學生修課等權宜

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旨揭之學生應補修或重修之課程本校未開課時，可不受本校「校際選課辦法」

二技 4 學分；四技 9 學分之限制。惟每學期應修學分數，應依本校學則及學生

選課辦法規定辦理。  

執行情形：將於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實施。  

五、案由：採認校外實習學分討論案。（提案單位：通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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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學生若自行找校外實習單位，應提出申請，並應有指導教師，由學系審查，通

過後即可。 

二、未完成校外實習時數，由系主動協助轉介其他實習單位，或返校修讀相關課程。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柒、報告事項： 

註冊組： 

一、「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自 100 年 11 月起實施。法規及「技

專校院增設調整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說明」簡報檔於 100 年 12 月 30 日

寄各系所參閱，重點簡述如下： 

(一)作業程序：分三階段進行(提報時間：依教育發文) 

第一階段：特殊項目審查作業 

新設碩士班、醫事及人才培育(本校：護理系)之新設、改名、整

併、分組及增招。【老照系自 102 學年度起不列入特殊項目審查】 

第二階段：招生名額總量增、減核定  

申請擴增全校招生名額總量。 

第三階段：所系科招生名額分配提報作業  

各學制所、系之招生名額分配計畫；系之新設、改名、整併。 

(二)碩士班之系所類型：  

本校採一系一所，系、所名稱不相同時，名稱為「通訊工程系資訊與通訊工

程碩士班」。 

註：若僅填報研究所名稱，如資訊與通訊工程研究所，將判為獨立研究所。 

(三)招生名額總量增量之申請規定： 

前提條件：無行政缺失；近 3 年任一學制班別新生註冊率達 7 成以上；全校

生師比、日間生師比、研究生生師比、師資結構、評鑑成

績、校舍面積等符合規定。  

個別申請條件：新生註冊率達 9 成以上、評鑑成績全部一等…。  

(四)各學制招生名額調整原則： 

日四技招生名額不得增調；夜間學制招生名額不得調整至日間學制；日間學

制調整至夜間學制給較高調換比例(1:2)。 

二技 4 名調換碩士生 1 名；日碩士 1 名調換碩士在職專班 1.25 名。 

(五)各項資源條件考核規定： 

1.新生註冊率(基準日：10/15)；師資質量、生師比、師結構資(基準日：3/15)。

任一學制班別之新生註冊率，連續 3 年未達 7 成，扣減該學制班別招生名

額。 

2.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技術學院改制滿 10 年，應達 50%以上；改制

滿 15 年，應達 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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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年度師資評核未達標準，101 學年度仍未改善者，將扣減招生名額。 

3.學生數採計原則： 

境外生：總數超過全校學生數的 10%，超過學生數列入計算。 

延畢生：碩士第 3 年起，除論文外，修習列入畢業學分之課程者；大學生

是以繳交全額學雜費者，認定為延畢生。 

調降進修學制之學生加權數(計算生師比)：學士班 0.5，碩士在職專班 1.6。 

4.應有校舍面積之計算：調整為依人數級距計算。 

二、依本校學則第四十八條 ：「學生各種試卷，應由任課教師妥為保管，以備查考

或備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調閱，其保存期間需滿一年，但提請訴願者，需保存至訴

願程序或救濟程序結束。學生各項成績，應妥為登錄並永久保存。」 

已屆保存期限之試卷，請任課教師自行銷毀。 

三、電子工程系一名學生將於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復學，擬申請在復學時即轉入進修

部就讀。依本校轉系(組)辦法第五條規定：「休學生不得申請轉系(組)。復學時，

若原肄業系(組)變更或停辦時，得依學生興趣，輔導其提出轉系(組)申請至適當系

(組)肄業。」；本校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轉系(組)公告，電子工程系並未開放名額

給學生轉入進修部就讀，本案將提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轉系(組)審查委員會審議。 

課務組：  

一、100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研究會於 2月 16日(四)舉行，會於近期公告週知。 

二、請各學群統合各單位著手修正「基本能力」，依照校（4C）－群（各 2項，4*2=8）

－系（32，各 8項），修正、合併目前各系核心基本能力。請於 3月 2日（五）

前連同會議紀錄（教學研究會之各系討論議案），送至課務組。 

三、100學年度技職教育再造方案─「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第二季已執行完

畢，謝謝執行單位的配合。 

捌、議案討論 

議案一 

案由：申請更正「亞東探索講座(一)」、「亞東探索講座(二)」學期成績，提請討論案。（提

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說明： 

一、王信雄老師因將同學參加亞東探索講座次數統計錯誤，申請更正資訊管理系學生劉

韋伶(961110157)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亞東探索講座(二)」學期成績為 60 分(原 45

分)；電機工程系學生陳建中(971030220)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亞東探索講座(一)」

學期成績為 60 分(原 50 分)，通識教育中心會議紀錄如附件。 

二、敬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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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二 

案由：修訂本校「各種證明文件申請辦法」第三、四條，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註冊組） 

說明：  

一、教育部 100 年 11 月 30 日臺高(四)字第 1000217873 號函，發布「私立學校及學術研

究機構製給個人資料複製本收費標準」，除學生證或畢業證書之補發，因與電腦處

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第 1 項所指單純重製而不涉權利義務變動之複製品有別

外，紙張黑白列印輸出 B4 尺寸以下每張 2 元。 

 二、教育部 100 年 12 月 9 日臺高通字第 1000203842D 號函，發布「私立學校及學術研

究機構受理個人資料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電腦處理與利用及刪除

作業要點」第三點，當事人申請個人資料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及其他與申請事項有關之證明文件。當事人委託他人代為申請者，應提出委託

書，受託人並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本校將配合修正「發給各項證明書申請單」。 

三、本校「各種證明文件申請辦法」第三、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除申請休學證明書、修業證明

書、學位(畢業)證書影本蓋印及

更改事項不須繳費外，其他證

明文件均須填具「受理當事人

申請個人資料申請書」繳費後

核發。 

三、除申請休學證明書、修業證明

書、學位(畢業)證書影本蓋印及

更改事項不須繳費外，其他證明

文件均須填具「發給各項證明書

申請單」繳費後核發。 

申請單配合

教育部 100

年 12 月 9 日

臺高通字第

1000203842D

號函修訂 

四、各項證明文件收取工本費標準

如下：(單位：新台幣)  

(一)學生證遺失補發，每張 100

元；數位學生證每張 200

元。 

(二)中文成績單每份 2 元。 

(三)英文成績單每份 2 元、英

文畢業證明書每份 50 元。 

(四)中文學位(畢業)證明書為

50元，申請人應另檢具身

分證正反面影印本一份。

若因更改姓名或更正身分

證字號者，則需另備個人

戶籍謄本及「學生更改事

項申請書」各一份。 

四、各項證明文件收取工本費標準如

下：(單位：新台幣)  

(一)學生證遺失補發，每張 100

元；數位學生證每張 200

元。 

(二)中文成績單每份 10 元。 

(三)英文成績單每份 20 元、英文

畢業證明書每份 50 元。 

(四)中文學位(畢業)證明書為 50

元，申請人應另檢具身分證

正反面影印本一份。若因更

改姓名或更正身分證字號

者，則需另備個人戶籍謄本

及「學生更改事項申請書」

各一份。 

配合教育部

100 年 11 月

30 日 臺 高

( 四 ) 字 第

1000217873

號函修訂成

績單工本費 

及「受理當事人申請個人資料申請書」如附件一(p.7)。 

四、敬請討論，通過後於 101 年 2 月 1 日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於 101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議案三 

案由：修正本校二技新生入學年級為一年級，提請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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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校歷年二技第一年入學新生一律編為三年級，第二年入學新生為四年級。 

二、技專校院基本資料庫及教育定期統計報表填報規定，大學二年制第一年入學新生，

年級應填寫一年級；第二年入學新生，年級應填寫二年級。 

二、為求與教育部一致，擬自下學期起調整二技學制年級，敬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自 101 學年度實施。 

議案四 

案由：訂定本校「推行教育部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區域留學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案。（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促進中心） 

說明： 

一、本校「推行教育部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區域留學實施要點(草案)」，請參閱

附件二(p.8)。 

二、敬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五 

案由：訂定本校「在校學生赴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區域留學辦法」，提請

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促進中心） 

說明： 

一、本校「在校學生赴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區域留學辦法(草案)」，請

參閱附件三(p.9~12)。 

二、敬請討論。 

決議： 

一、第二條實施對象區分四技、二技學生及年級。 

二、第七條修正為：「本校學生赴交換學校就讀，以其在本校註冊之年級與身分判斷其

可修讀學分之上下限為準，若有特殊學分數修讀情形，本校各系將以專簽方式處

理。修習及格之學分數，兩校應相互承認，惟仍需依本校學生校際選課辦法辦理」。 

三、第十一條：「…得於開學前…」，修正為「…得於本校人工加退選課結束前…」。 

四、第十三條：增列「由各系召開會議」。 

五、第十四條：「…呈校長同意後公布實施…」，修正為「…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議案六 

案由：訂定本校「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在校學生至本校區域留學辦法」，

提請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促進中心） 

說明： 

一、本校「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在校學生至本校區域留學辦法(草案)」，

請參閱附件四(p.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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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敬請討論。 

決議： 

一、第二條實施對象區分四技、二技學生及年級。 

二、第六條修正為：「交換學生至本校就讀，以其於原就讀學校註冊之年級與身分判斷

其可修讀學分之上下限為準，若有特殊學分數修讀情形，本校各系將以專簽方式處

理。所修習及格之學分數，兩校應相互承認」。 

三、第十四條：「…呈校長同意後公布實施…」，修正為「…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玖、臨時動議：  

案由：本校教學評量問卷內容討論案。（提案單位：醫務管理系） 

說明：本校教學評量問卷部分內容仍有爭議，如有效問卷之界定、協同及業界教師評量…

等，均有再修正檢討之必要。 

決議：請各教學單位提供腹案後再研議修正。 

拾、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