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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技術學院97學年度第二次教務會議紀錄 

壹、時間：97 年 11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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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道治 (缺)、郭鴻熹、王清松、陳益華、馮君平(缺)、陳瑞金、曾建榮、

彭剛毅、袁國榮、李德松 (缺)、李紹綸、陳佳萬、王冠今、魏慶國、 
葉明莉、許佩玲、陳保生、賴金輪(缺)、呂文珍、林智莉(缺)、陳麗芬、 
張瑋辰、楊子玉 

列席人員：張翠容(代)、林致祥、劉明香、賴應任(代)、邱芬華 

伍、主席致詞： 
一、本校開設之六大學程應鼓勵他系學生踴躍選修學程內的科目，並提供適當之名額

供學生選課。請課務組與電算中心研議選課方式，以服務選修學程之學生。 

二、「專題研究」課程從原 2 學期增加為 4 學期，請各相關單位評估執行成效，另本

校為推展技職特色，四技實習課程由原來 5 門調整至 8 門，亦請一併評估成效，

作為日後改進之依據。 

三、本學年度招生宣傳，將鎖定設有商管、醫管、設計等科之重點高中職，有關宣傳

活動請綜合業務組規劃。 

四、為落實本校期中預警制度，除體育、專題研究、講座、職涯體驗、產業實習外，

各授課老師均須上網登錄期中評量成績。因屬新制，執行方面難免未能全面顧

及，將再研究改進。 

五、課務組主動邀請通識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及軍訓室主任就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排課問題進行協商，但結果在排課時間上仍有改善空間，爾後請課務組在排

課前再充分討論與溝通。 

陸、上次會議執行情形： 

一、案由：開放系助查詢學生選課資料討論案。（提案單位：工業管理系） 

決議：建請電算中心研議辦理。 

執行情形：電算中心已將此項目列入工作計畫。 

二、案由：本校特殊專班學位證書內容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產業二技學士專班、台德菁英專班及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學位證書內容均採用樣

式一。 

執行情形：專班主任提議另召開會議再議。 

三、案由：修訂本校「OIT 探索講座實施辦法」討論案。(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照修正後法規「OIT 探索講座實施辦法」執行，並公告週知。  

四、案由：簡化畢業生辦理離校手續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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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一、「學生線上申請離校手續」建請電算中心研議辦理。 

二、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畢業生辦理離校手續採以班為單位集體辦理。 

執行情形：電算中心已將此項目列入工作計畫，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生辦理離校

手續將採以班為單位集體辦理。 

五、案由：進修部二技通訊工程系學生陳秀雯申請轉入電子工程系審議案。（提案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輔導陳生轉入二技電子工程系。 

六、案由：申請更正 96 學年度第二學期成績討論案。（提案單位：機械系、工管系、通

訊系、通識教育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教務處註冊組更正學生成績，更改紀錄永久保存。 

七、案由：申研究生延長修業年限選課繳費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研究生延長修業年限超過九學分(含)者，採繳交學分費。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八、案由：訂定本校「學生申請複查成績暨教師更改成績辦法」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

處註冊組) 

決議：修訂部份文字後通過。 

執行情形：上網公告實施。 

九、案由：訂定本校「管理學群群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醫護學群群課程委員會組織

章程」、「電通學群群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及「工程學群群課程委員會組織

章程」討論案。(提案單位：管理、醫護、電通、工程學群) 

決議：法規名稱為「設置辦法」或「組織章程」或「組織規程」，連同議案十三委由

教務處研議後正名公告之。 

執行情形：提 9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十、案由：修正本校「亞東學報徵稿簡則」第十條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依決議修正並於綜合業務組網頁公告。 

十一、案由：進修部二技工業管理系學生林妙臻申請再延長休學一年審議案。（提案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通知林生續辦休學一年。 

十二、案由：修正「亞東技術學院教學評量問卷調查實施辦法」討論案。（提案單位：教

務處課務組） 

決議：修訂為「若該科目填寫問卷人數未超過修課人數一半，則列為教師評量參考。」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正本校「教學評量問卷調查實施辦法」。 



- 3 - 

十三、案由：本校「亞東技術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二條組織成員討論案。(提案單

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增列群召集人。 
執行情形：依決議組織章程第二條增列群召集人。 

十四、案由：修正本校「印製及管制學位證書作業事項」第四條討論案。（提案單位：教

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修正後作業事項施行。 

十五、案由：修正本校「學生修讀輔系辦法」第十二條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

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將陳報教育部核備後施行。 

十六、案由(臨時動議一)：擬請在 Portal 系統增列功能討論案。（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

心）  

決議：建請電算中心研議辦理。 

執行情形：電算中心已完成上線，待教師意見彙整後再行修正。 

十七、案由(臨時動議二)：本校「成績預警輔導制度施行計畫」討論案。（提案單位：教

學促進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與校長討論，需先依照『預警 e化系統』流程試行，故將本計畫草案

停止。本學期先行以紙本方式試行『預警 e化系統』，以求建立完善之

預警 e化系統 

柒、報告事項： 

註冊組： 
一、97 學年第 1 學期新生 1,619 人，轉學生 56 人，學籍於 97 年 10 月 3 日陳校長核

定。 

二、96 學年度計有四技 248 人、二技 60 人、二專 37 人，共計 345 人辦理退學，退學

名冊於 97 年 10 月 15 日陳校長核定。 

三、96 學年度計有碩士班 5 人、四技 983 人、二技 417 人、二專 16 人，共計 1,421

人符合畢業資格，畢業名冊於 97 年 10 月 7 日陳校長核定。 

四、本學期期中評量於 97 年 11 月 20 日截止登錄，除體育、專題研究、講座、職涯

體驗(校外參觀)、產業實習(校外實習)外，計有 54 科目 32 位教師未上網登錄。期

中成績單於 11 月 24 日郵寄家長知照；達二分之一以上學分數不及格之期中預警

班級名單及成績總表已送請各系轉知班導師進行第一階段輔導。 

五、申請 98 學年度產學攜手計畫之系，請務必於 11 月 24 日前上網登錄計畫書「封面」、

「學校基本資料」及「廠商基本資料」，期能於 11 月 27 日送臺灣師範大學技術職

業教育研究中心及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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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本校 99 學年度申請增設研究所，敬請管理學群於 12 月 15 日前完成計畫書外審，

俾能於本年 12 月 30 日前呈報教育部核定。 

七、「領袖高峰會系列座談」學生建議成績單列印名次，目前因顧及部分學生之感受，

成績單僅在同學提出需求時列印排名。已建請電算中心在個人 Portal 增列查詢學

業平均成績及排名功能。 

課務組： 
一、96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選拔，已於 40 週年校慶會中隆重表揚。在未來年度將強

調佐證資料的量化呈現，使評審過程公信力提高，相關重點將明訂於 97 實施作業

要點中，再於下學期送交教務會議討論。 

二、96 學年度系科本位課程訪視已順利完成，感謝機械系全體同仁的付出及努力；敦

請各系參考機械系模式，積極推動 97 學年度系科本位課程作業，並請於 972 學期

提系科本位課程成效送交課務組備查。 

三、97 年 11 月 6 日本組協助機械系及設計系所主導之就業學程訪視作業。 

四、有關教務系統開放系助查詢權限，經與電算中心討論，擬採二階段進行，第一階

段（教師大綱鍵檔情形等查詢..）暫訂 98.3.31 完成。 

綜合業務組： 
一、醒吾高中將於 12 月 5 日(五)蒞校參訪，以本校商業類系為主，分上、下午兩梯次，

綜合業務組擬於 11 月 25 日召開行前會議，詳細說明當日活動流程。 

二、經校長於招生委員會上指示，邀請重點高中職校師生蒞校參訪是未來招生活度重

點之一，綜合業務組將積極舉辦相關活動，請各系給予大力支持。 

教學促進中心： 

一、於 97 年 11 月 12 日舉辦第一屆亞東盃『微積分』比賽，以圓滿結束。本次比賽

隊伍一共 61 隊，在激烈的比賽過後，經由參賽評審一週的閱卷，已評定出名次

（如下表）。另 97 年 11 月 26 日舉行『物理』競賽，報名踴躍，於截止日後統計

共 76 隊，預計比賽過程將更為激烈。 

組別 姓名 名次 系所 組別 姓名 名次 系所 

挑戰 莊雅翔 一 機械工程 挑戰 吳怡靜 七 機械工程 

挑戰 林智揚 一 機械工程 挑戰 蕭子揚 七 通訊工程 

挑戰 簡君芮 一 電機工程 挑戰 蔡貴港 七 電機工程 

挑戰 呂維哲 二 通訊工程 挑戰 林顥融 八 通訊工程 

挑戰 黃韋翰 二 通訊工程 挑戰 林俊翰 八 通訊工程 

挑戰 楊証捷 二 通訊工程 挑戰 黎曾翔 八 通訊工程 

挑戰 陳彥博 三 電機工程     

挑戰 陳弘展 三 電機工程     

挑戰 韓政勳 三 機械工程     

挑戰 鐘亞倫 四 電子工程 管理 王麒南 ㄧ 工業管理 

挑戰 許修瑋 四 電子工程 管理 廖霈儒 ㄧ 工業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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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張治中 四 電子工程 管理 陳芊卉 ㄧ 工業管理 

挑戰 陳姿吟 五 電子工程 管理 顏伯軒 二 工業管理 

挑戰 康和真 五 電子工程 管理 黃毅威 二 工業管理 

挑戰 吳岱芬 五 電子工程 管理 張茂宸 二 工業管理 

挑戰 陳彥丞 六 電子工程 管理 陳媁欣 三 工業管理 

挑戰 陳琨元 六 電子工程 管理 郭思妤 三 工業管理 

挑戰 楊明鴻 六 電子工程 管理 林利貞 三 工業管理 

二、中心於 97 年 10 月 24、11 月 14 日舉辦『數位教材研習營（護理系場）』，除護理

系教師參與外，專業 TA 也踴躍的加入，以便輔導教師製作專屬之數位教材。如有

系所對『數位教材研習營』有興趣，歡迎與教學促進中心聯絡。 

三、為提昇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中心將於 12 月份舉辦『教師知能研習』活動，歡迎

全校教師參與。活動時間、名稱如下： 

 

時間 名稱 

97 年 12 月 09 日 12：00～14：00 逆轉挫折-重拾教學之樂 

97 年 12 月 16 日 12：00～14：00 教材設計與製作 

四、為使學生學習更有效率，中心將舉辦多場『學生學習輔導』活動，歡迎教師宣導，

多多鼓勵學生參與。活動時間、名稱如下： 

時間 名稱 

97 年 11 月 24 日 12：00～14：00 圖像思考法 

97 年 11 月 28 日 12：00～14：00 課程規劃與學習策略 

97 年 12 月 03 日 12：00～13：00 高中生身份座談會 

97 年 12 月 19 日 10：00～12：00 校友分享座談 

五、中心為了推廣『教材上網』與『數位學習』，開辦 2梯次教材上網研習活動，除

了再次說明個人 Portal 如何上網教材外，並於研習活動中，協助教師將教材上

網。在數位學習中，舉辦數位教材研習營，中心說明本學期數位教材製作之方向，

並針對數位教材認證部分，加以解說。活動時間如下： 

時間 名稱 

97 年 11 月 26 日 15：00～17：00 教材上網研習營（一） 

97 年 12 月 03 日  數位教材電子書研討會（資管系合辦）

97 年 12 月 10 日 14：00～15：00 教材上網研習營（二） 

97 年 12 月 10 日 15：00～17：00 數位教材研習營（971 全校場） 

六、971 期中預警輔導即將啟動，煩請各系所、導師協助輔導。本次將採『書面』方

式，填寫輔導記錄，並試行『預警 e化』之相關流程，以求『預警 e化』系統上

線時，能減輕各系所、導師對於學生輔導之負擔，更精確掌握學生的學習狀況。

捌、議案討論 

議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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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已具學士學位之碩士班甄試錄取新生得提前一個學期註冊入學討論案。（提案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說明： 
一、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係於每年 12 月底放榜，爰例，須等 8 個月後於次年 9 月

方能入學。 

二、經查大部分高教體系及臺灣科技大學辦理碩士班甄試學生提前一個學期註冊入學已

行之多年，如在教學無困難之情況下，建請同意符合資格之碩士班甄試錄取新生得

申請提前一個學期註冊入學。 

三、敬請討論，通過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決議： 

一、提前入學新生學籍，列入教育部核定之學年度。 

二、照案通過，提行政會議審議。 

議案二 

案由：本校產業二技學士專班及台德菁英專班學位證書內容審議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

冊組) 

說明： 

一、依本學年度第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產業二技學士專班學位證書內容為「…在本校二

年制工程與管理 e 化服務產業二技學士在職專班修業期滿成績及格依學位授予法之

規定授予管理學學士學位…」；台德菁英專班「…在本校附設專科部二年制工業管

理科連鎖店管理職類修業期滿成績及格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授予管理學副學士學

位…」。 

二、經專班主任提議再議，並於 97 年 10 月 3 日召開「特殊專班學位證書內容討論會議」。

經出席人員全數通過，產業二技學士專班學位證書內容：「…在本校二年制工業管理

系修業期滿成績及格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授予管理學學士學位…」；台德菁英專班學

位證書內容：「…在本校附設專科部二年制工業管理科修業期滿成績及格依學位授予

法之規定授予管理學副學士學位…」，並決議將本案提本學年度第二次教務會議再

議。 

決議：依說明二通過。 

議案三 

案由：擬變更老人照顧系收費類別為「理、醫」討論案。(提案單位：老人照顧系)  

說明： 

一、因課程變更，老人照顧系擬自 99 學年度起將原收費類別「文、法、商、管、教」

變更為「理、醫」。 

二、敬請討論，通過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行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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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四 

案由：修正本校「亞東學報稿件審查要點」第六條，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業務

組) 

說明：因鑑於學報第 28 期審稿程序繁複，嚴重影響編輯及出版作業。 
原條文第六條：審查結果分為推薦刊登、修改後推薦刊登、修改後再審、不推薦刊

登等四級。如審查後，其中一位審查結果為不推薦時，則送由第三人審查。處理方

式如下： 

外審一

外審二 
推薦刊登 修改後推薦刊登 修改後再審 不推薦刊登

推薦刊登 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第三審 
修改後推薦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第三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退件 
不推薦刊登 第三審 第三審 退件 退件 

修正條文第六條：審查結果分為推薦刊登、修改後推薦刊登、不推薦刊登等三級。

如審查後，其中一位審查結果為不推薦時，則送由第三人審查。處理方式如下： 

外審一 

外審二 
推薦刊登 修改後推薦刊登 不推薦刊登 

推薦刊登 刊登 修改後刊登 第三審 
修改後推薦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第三審 

不推薦刊登 第三審 第三審 退件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五 

案由：修正本校「亞東技術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說明：配合學群組織架構建置，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請討論。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修文 說明 
二 下設學群、系所(中心、室)課程

委員會，其組織章程由各系所、

通識教育中心、體育室及軍訓室

自訂之。 

下設系所(中心、室)課程委員

會，其組織章程由各系所、通

識教育中心、體育室及軍訓室

自訂之。 

增加斜體字 

四 學群課程委員會之主要職掌如

下： 
(一)學群內新設系所課程之審

議。 
(二)學群內各系所課程架構及

課程內容規劃之審議。 
(三)學群內跨系所課程之審議。

(四)學群內學程規劃之審議。 
(五)其他與課程有關事宜之審

 1.新增條文 
2.原第四條改

為第五條,
以此往後

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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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修文 說明 
議。 

九 有關課程修訂請各系所先經系

所(室、中心)、學群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提報校課程委員會

審議。 

有關課程訂修定請各系所先

經系所(室、中心)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提報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 

增加斜體字 

決議：修訂部份文字後通過。 

議案六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授課時數及鐘點抵免要點」討論案。(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明：配合學群組織架構建置，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請討論。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修文 說明 
五 本校教師在校外兼課每週最

多三小時，且應經系主任、群
召集人同意後，呈校長核定；

兼行政主管職務者，應經校長

同意。 教師基本要求評量成

績未及格者不得在校外兼課。

本校教師在校外兼課每週最多

三小時，且應經系主任同意；

兼行政主管職務者，應經校長

同意。教師基本要求評量成績

未及格者不得在校外兼課。 

1.增列應經群

召集人同意

後，呈校長

核定 
2.刪除部份文

字 

決議：修訂部份文字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議案七 

案由：修正本校『提昇教學補助辦法』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促進中心) 

說明：本校『提昇教學補助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請討論。 

決議：修訂部份文字後，提教評會審議。 

議案八 

案由：修正本校『教材編纂與教具製作補助辦法』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促進中

心) 

說明：本校『教材編纂與教具製作補助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二，討論案。 

玖、臨時動議： 
案由：97 學年度第 2學期通識核心課程知識創新類排課時段討論案(通識教育中心) 

說明： 

一、知識創新類日間部電機、電子、通訊、設計系一年級排課時間為週三 5、6 節；

進修部材纖、設計、醫管系一年級排課時間為週三 11、12 節。 

二、97 學年度第 1學期知識創新類課程與部分系週會時段衝堂，造成學生困擾，97

學年度第 2學期週會敬請避開上列時段。 

決議：照案通過。 

拾、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