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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技術學院100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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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宗柏、李建南、謝昇達、彭剛毅、陳瑞金、馮君平、蘇木川、

廖又生、李德松、陳鵬文、袁國榮、魏慶國、周鏽玲(代理)、黃寬裕、 

陳保生、楊雪華、林智莉 

缺席人員：李德松(請假)、林暐峻(請假)、詹皇晨(請假)、張仁豪(請假) 

列席人員：林致祥、劉韋婷(代理)、閆嬰紅、邱芬華 

伍、主席致詞： 

一、核心能力、畢業門檻及模組學程訂定之辦法，制(修)訂程序最後應提行政會議審

議；如果是要點、細則應提教務會議審議。 

二、本校學生報考本校研究所比率偏低，3 月 22 日中午 12：00 將召開研究所招生入

學說明會，請所長與所屬各系主任蒞臨宣導。 

三、本校 101 學年度僑生核准單獨招生 50 名；陸生擬申請 22 名參加聯合招生。 

綜合業務組規劃將前往馬來西亞檳城、上海、江蘇拜訪高中職學校，請各學群各

派一名同行。 

陸、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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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更正學生學期成績，更改紀錄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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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於 101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執行情形：已公告並於 101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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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自 101 學年度實施。 

執行情形：依決議自 101 學年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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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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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於教學促進中心網頁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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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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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正，並於教學促進中心網頁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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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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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正，並於教學促進中心網頁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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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請各教學單位提供腹案後再研議修正。 

執行情形：本校所發展而執行的教學評量是融合多校的精華設計的，其中包含教學內

容、教學方法、教學態度、評量方式及學生自評等大項，在信度與效度上

經統計演算均達高標準。目前有校版本及通識的版本，其他教學單位均未

發展屬於其教學評量。  

柒、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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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一、至 3 月 13 日止，本學期計有 14 位學生未完成註冊，其中擬辦休學有 9 人、未註

冊有 5 人，未註冊者已發催辦休學通知。 

二、本學期計有 20 位同學申請轉系組，經轉系組審查委員會議審議，11 人通過轉系

組，9 人未予通過。轉系生、轉學生及復學生名單已寄送各相關單位及發給班導

師。 

三、本學期機械工程系、電子工程系各 1 名學生申請放棄修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為輔

系。 

四、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科目成績不及格率於 3 月 7 日以電子郵件寄送各教學單位，

敬請參閱。 

五、3 月 9 日發給四技三年級及二技三、四年級同學未達畢業門檻結果通知；另將畢

業門檻結果列印表冊加密送達各系、通識教育中心及學務處，期能共同輔導未通

過畢業門檻之學生。 

六、101 學年度招收陸生來臺就讀申請計畫書之各系「特色優勢」請於 3 月 14 日(星

期三)前送註冊組彙整上網填報。 

七、感謝環安衛中心幫忙協助教師銷毀試卷，現已進入校內行政程序，屆時再另行通

知教師(或助理)收取試卷時間，爾後已屆保存期限之試卷，請轉知任課教師自行

銷毀。 

八、「101 學年度新生入學須知」將在 6 月 1 日申請印製，敬請各單位在 5 月 18 日前

將給新生相關資料電子檔送註冊組彙編。 

課務組：  

一、核心能力、畢業門檻、專業模組及學程三大項之完整機制如下： 

(一)核心能力： 

◎系核心能力：系課程會議→學群課程會議→校課程會議 

◎學群核心能力：學群課程會議→校課程會議 

◎校核心能力：系課程會議→學群課程會議→校課程會議 

(二)畢業門檻 

◎畢業門檻實施辦法：教務會議→行政會議 

◎學生專業技術能力實施辦法：教務會議→行政會議 

‧各系專業技術能力實施細則：系務會議→群務會議→教務會議 

◎學生社會實踐基本能力實施辦法：學務會議→教務會議→行政會議 

‧學生社會實踐基本能力實施細則：學務會議→教務會議 

◎學生英語文基本能力實施辦法：通識教育中心會議→教務會議→行政會議 

‧學生通識英語文基本能力實施細則：通識教育中心會議→教務會議 

‧各系學生專業英語文基本能力實施細則：系務會議→群務會議→教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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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三)專業模組及學程 

◎專業模組：系課程會議→學群課程會議→校課程委員會 

◎學程：學群課程會議→校課程委員會 

二、開學已進入第四週，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加退選課及隨班重修已辦理完畢，感謝

各單位協助。第三週開始處理學生修課學分異常情形(超修、低修、衝堂)，目前仍

有 10 位同學低修尚未辦理加選課程。 

三、101 學年度技職教育再造方案─「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書」將於 3 月 29 日

寄出，請各系協助填報相關資料，於 3/16(五)前交至課務組以利彙整後寄出。(目

前僅醫管、通訊系回覆) 

四、配合學務處、總務處及電算中心，擬將校版本、通識版本教學評量問卷加入教師

上課是否注重性別平等、環境安全衛生、智慧財產權等概念，自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實施。如附件一(p.7)、附件二(p.8)。 

五、從 101 學年度起全英語授課以學群為開課單位，該課程鐘點費以 1.3 倍計算。 

綜合業務組：  

ㄧ、100 學年度對高職(中)招生宣傳，已完成升學博覽會 10 場、升學輔導講座 2 場及

全國技職參展 1 場。未來規劃場次如下(統計至 03/08 止)： 

日期 時間 學校 活動方式 

101/03/07(三) 13:20~16:30 內湖高工 升學博覽會 

101/03/15(四) 09:00~15:00 智光商工 升學博覽會 

101/03/15(四) 14:00~16:00 穀保家商 升學博覽會 

101/03/22(四) 12:00~13:00 亞東技術學院 研究所考試入學說明會 

101/03/26(一) 14:00~16:00 豫章工商 升學博覽會 

101/03/28(三) 13:20~17:00 景文中學 升學博覽會 

101/04/12(四) 13:10~15:00 大同高中 入班宣導 

101/04/13(五) 
101/04/20(五) 

13:00~14:00 海山高工 升學輔導講座 

101/05/11(五) 09:10~12:00 開南商工 升學博覽會 

二、技職校院策略聯盟計畫辦理國中學生技職教育宣導方案，其辦理時間：100 年 11

月至 101 年 6 月。已辦理場次： 

日期 時間 學校 出席老師 

101/02/17(五) 
13:00~15:00 尖山國中(學生場) 劉明香組長 

20:00~21:00 尖山國中(家長場) 謝昇達主任 

101/02/17(五) 18:20~19:00 大同國中(家長場) 劉明香組長 

101/02/18(六) 11:00~12:00 靜修女中(家長場) 劉明香組長 

101/03/07(三) 19:00~20:00 辭修國中(學生場) 謝昇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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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學校 出席老師 

20:00~21:00 辭修國中(家長場) 

規劃場次： 

日期 時間 學校 出席老師 

101/03/14(三) 14:30~16:30 重慶國中(家長場) 劉明香組長 

101/03/15(四) 07:40~08:30 重慶國中(學生場) 劉明香組長 

101/03/16(五) 15:00~17:00 靜修女中(學生場) 謝昇達主任 

101/03/23(五) 15:10~16:10 大同國中(學生場) 謝昇達主任 

101/04/12(四) 18:30~20:20 鶯歌國中(學生場) 劉明香組長 

三、本校與高中職策略聯盟合作計畫： 

辦理時程 
單位辦
理教師 

申請項目 活動名稱 合作對象 備註 

100/07/04~ 

100/07/05 

機械系 

盧鎮耀 
教師研習營 

機電整合之 PLC 控

制技術研習 
機械群科 已完成 

100/11/05~ 

100/11/12 

通訊系 

謝昇達 
教師研習營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

乙級術科-銅纜線路

裝配技術班 

電子、電機、通訊相

關科系 
已完成 

100/11/19、26 

100/12/03 

行銷系 

袁國榮 
專題合作 3D 展場空間設計 樹人家商資處科 已完成 

100/10/23~ 

101/07/15 

電子系 

陳麗玲 
教師研習營 證照培訓 電子、電機、資訊科 執行中 

101/01/09~ 

101/01/12 

工管系 

王惠民 
專題合作 管理專題製作計畫 

北區高中職機械

系、商群系 
已完成 

101/05/12.13 

101/05/19.20  

電機系 

朱玉鳳 
學生研習營 電路專題培訓營 

電機、電子、控制、

資訊、冷凍科 
規劃中 

101/06/02~ 

101/06/13 

資管系 

賴鍵元 
學生研習營 

ACA 網頁證照培訓

營 

電機電子與商業類

科 
規劃中 

四、亞東學報自第 32 期起改為線上投稿，系統委請電算中心建置中。 

教學促進中心：  

一、1002 期初成績預警已於 101 年 02 月 29 日完成預警名單列印並送交各系轉交各班

導師進行導師輔導。輔導紀錄表將於 3 月 21 日前回收完畢，由教學促進中心統

一結案，或協助轉介其他相關單位。 

二、教學促進中心於 101 年 3 月 7 日舉辦『協助提升教學業務說明會』，說明 1002

學期在 TA、預警、補救、教材教具補助、雁型計畫、梯田計畫…等，如何利用

資源進而協助老師提升教學。於說明會議後，相關業務與計畫，將陸續推行。 

三、1002 學期預計開辦 TA 工作坊二場，歡迎全校 TA 踴躍參與。活動場次如下： 

3/28(三) 15：00~17：00    TA 基礎培訓 

4/25(三) 15：00~17：00    TA 專業培訓 

四、1002 學期期中教師研討會訂於 4 月 18 日(三)，歡迎全校老師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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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議案討論 

議案一 

案由：申請更正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期成績，提請討論案。（提案單位：工業管理系、

機械工程系、工商業設計系、護理系） 

說明： 

一、工業管理系林瑞明老師將陳昱廷(100105147)同學「計算機程式」學期成績誤值為 50

分，申請更正為 80 分；賴月圓老師將陳彥維(K97050105)同學「組織行為與管理」

學期成績誤值為 0 分，申請更正為 60 分。 

二、機械工程系張哲偉(971021228)同學繳報告時，莊棓仰老師成績已上傳無法再修正，

故申請更改張生「車輛廢氣汙染與控制」學期成績為 62 分(原 46 分)。 

三、工商業設計系邱龍昌老師將吳佩紋(K97070144)同學「設計素描」學期成績誤值為

51 分，申請更正為 68 分。 

四、護理系李靜芳老師將沈郁汶(992080131)及王郁如(992080132)同學「產科護理學」學

期成績誤值，申請更改沈生成績為 61 分(原 71 分)；王生成績為 81 分(原 61 分)。 

王冠今老師將石健智(R98040140) 同學「健康促進」學期成績誤值為 60 分，申請更

正為 50 分。 

五、前列更改成績均經各系務會議討論通過，敬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二 

案由：本校江政賢等四名復學生申請轉系審議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一、進修部四技通訊工程系學生江政賢(K98090107)、詹政原(K99090136)於本學期申請

復學，因進修部四技通訊工程系一年級已停招，輔導轉入進修部四技電子工程系就

讀。 

二、進修部二技在職專班護理系學生陳蕙湄(Q98080151)於本學期申請復學，因進修部二

技在職專班護理系已停招，輔導轉入進修部二技護理系就讀。 

三、日間部電機工程系學生李光耀(961030104) 於本學期申請復學，因經濟問題，需利

用白天上班分擔家計，擬申請降轉入進修部電機工程系三年級就讀。 

四、敬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三 

案由：訂定本校「課程補救教學實施辦法」，提請討論案(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促進中心） 

說明： 

一、為協助學生克服學習困難，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期使學生學習成效能符合課程培育

之目標，特訂定課程補救教學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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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課程補救教學實施辦法」草案，請參閱附件三。 

三、敬請討論。 

決議：  

一、法規名稱刪除「課程」二字。 

二、第二條第一項修訂為「因長期性學習障礙者」；增列第二項「因短期性學習瓶頸者」；

原第二項變更為第三項。 

三、第三條修訂為「輔導學習困難的方式有三：一、專任老師的 office hours。二、導

師的輔導。三、開設補救課程。」 

四、第四條修訂為「實施獎勵與補助： 

一、第三條中之第一款，有具體成效者由教學單位審議，於教學評量酌予加分。 

二、第三條中之第二款，有具體成效者由教學單位審議，於教學評量酌予加分。 

三、第三條中之第三款： 

(一)實施規範：1.最多以每週 3 小時，共計 4週為限。2.以未達學習成效之學

生，並以科目為單位，一系所開設一班，開課門檻為 15人。3.以四技部

一、二年級及二技部一年級必修科目為優先。 

(二)實施補助：1.由任課教師或班級學生填寫「補救教學開課申請表」向教學

促進中心提出申請。並於「補救教學開課審查會議」決議後實施。2.每小

時鐘點以 800元。3.課程結束需檢附結案相關資料。 

(三)由「補救教學開課審查會議」審議，成員教學諮詢委員中聘任 3人，教學

促進中心主任擔任主席。」 

五、刪除第五條；原第六條變更為第五條。 

六、刪除第七條；原第八、九條變更為第六、七條。 

七、餘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