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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技術學院98學年度第三次教務會議紀錄 

壹、時間：99 年 1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元智大樓 911 會議室 

參、主席：徐校長澤志                                         紀錄：邱芬華 

肆、出席人員：許書務、張道治、陳宗柏、李建南、陳益華、馮君平、陳瑞金、曾建榮、

蘇木川、袁國榮、李德松、陳鵬文、陳佳萬、蘇燦煮、廖又生、王冠今、

吳憶蘭、陳保生、李紹倫、呂文珍、許佩玲、陳正道、亓顥天、連品軒、

許雅茵 

列席人員：王信雄、羅玉冰、鄭建國、林致祥、葉乙璇、陳麗玲、邱芬華 

伍、主席致詞：教務會議應由教務長主持，為推動本校「學生基本能力指標」能在 98 學

年度順利實施，特地前來聽取各位的意見，針對本次會議相關議案，請各位踴躍提供

卓見。 

陸、上次會議執行情形： 

一、案由：擬訂定本校「通識英語文基本能力實施辦法」討論案。（提案單位：通識教育

中心） 

決議：請通識教育中心再研議後，於下次會議提案。 

執行情形：提 99 年 1 月 19 日 98 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再議。 

二、案由：修訂本校「選拔教學優良教師實施要點」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公告實施。 

三、案由：擬訂定本校「教學評量實施辦法」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修正第六條部分文字，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訂後實施。 

四、案由：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材無須上網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促進中心)  

決議：通知各任課教師一週內教材補上網。 

執行情形：已通知各系任課教師將教材補上網至『個人 Portal』。 

五、案由：增列「課程滿意度問卷調查」內容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議： 

一、問卷調查內容修訂如下： 

(一)我對本學期總體課程規劃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二)我對本學期必修課程設計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三)我對本學期選修課程設計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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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大綱對我選課具有十足的幫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五)修完本學期課程，可提升我的課程知能。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六)開課單位於選課前有充分提供課程相關資訊。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七)我能有明確資訊得知選課時間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八)本學期開放選課時間適宜。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九)我覺得目前選課操作介面設計方便使用。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十)學校提供足夠之選課場所供學生選課。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十一)請寫下對本學期課程總體意見及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自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末開始實施。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訂於本學期實施。 

六、臨時動議：教學評量依單位彈性調整建議案。(提案單位:體育室) 

決議：項目與題目數應依規定外，問卷題目可依各教學單位自訂。 

執行情形：請體育室於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提供問卷內容。 

柒、報告事項： 

註冊組： 

一、99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錄取資訊與通訊工程研究所 6 人、材料應用科技研究所 3 人， 

98 年 12 月 30 日完成錄取生報到作業。 

二、981 學期成績已於 99 年 1 月 18 日截止登錄，感謝各位任課教師的協助，本組預

計於 99 年 1 月 25 日前寄發學期成績通知家長。 

三、99 年 2 月 22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於有庠科技大樓 5F(10503 室)辦理學分抵免

說明會，敬請各系及通識教育中心主任囑貴單位承辦學分抵免同仁 1 人與會，共

同輔導轉學生填寫抵免申請表。 

課務組： 

一、982 課程預選已結束，因系統發生問題，致有部份學生反應額滿課程權益受損，

敦請各教學單位於加退選時開放名額上限因應。 

二、981 期末教學評量上網填寫實施優先選課方式，填寫率提高至 89.53%，為歷年最

高，也符合教育部要求，感謝各教學單位協助。 

三、982 教學大綱上網情形不佳，請各教學單位協助宣導各教師填寫。 

系所 填寫情形 
（未填/應填） 填寫率 系所 填寫情形 

（未填/應填） 填寫率 

材纖系 13/59 78% 醫管系 33/6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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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填寫情形 
（未填/應填） 填寫率 系所 填寫情形 

（未填/應填） 填寫率 

機械系 45/94 53% 資管系 17/48 65% 
電機系 40/91 56% 行銷系 19/50 62% 
電子系 37/95 61% 照顧系 14/17 18% 
工管系 35/74 53% 通識中心 50/197 75% 
設計系 16/45 65% 軍訓室 6/17 65% 
護理系 24/43 45% 體育室 5/53 91% 
通訊系 19/81 77%    

註：統計截止日期至 99.01.13 止。 

主席指示：落實教學大綱在預選前完成上網建檔。 

綜合業務組： 

ㄧ、本年度招生宣傳活動已辦理 6 場升學輔導講座、6 次拜訪高中職校主管行程、4

場升學博覽會、1 場蒞校參訪、1 場入班宣導及 1 場集合式宣導。目前規劃參加

99/3/9 內湖高工招生宣導說明會，各項活動詳細說明請參閱附件一(p.11~13)。 

二、98 學年度各系與重點高中職策略聯盟合作活動已完成的活動有資管系─課程諮議

委員會、電子系─工程師及先進 PCB 設計應用認證教師培訓營、電機系─課程諮

議委員會。其他各系活動陸續進行中，詳細說明請參閱附件二(p.14、15)。 

三、亞東學報第 30 期將於 99 年 9 月 30 日截稿，99 年 12 月出版，歡迎全校教職員同

仁踴躍投稿。 

教學促進中心： 

一、982 教學卓越數位教材製作補助計畫，已於 98 年 12 月中進行申請案件審議，總

計三種教材製作類別通過案件共 21 案（教師共 20 位），補助金額總計共＄850,000

整。執行期間由 99 年 1 月 1 日至 99 年 6 月 25 日，並於 99 年 1 月 6 日召開計畫

執行說明會，提醒申請教師各項執行與經費報支注意事項。為持續提升數位教學

環境，於 99 年 1 月起，繼續進行『991 數位教材製作補助計畫』（99 獎補助款），

執行期間為 98 年第 2 學期到 99 年第 1 學期。 

二、981 教材上網率（個人 Portal），於 99 年 1 月 5 日統計，全校教材上網執行率總計

以達 95%，感謝各任課教師配合與各系主任與助理的協助推動。本學期教材上網

經 98 學年第二次教務會議決議，除『專題』與『探索講座』外，其餘課程皆須將

教材上網至個人 Portal(每課程皆須上傳 4 週教材)。各系教材上網率如表格所示： 

981 
（99 年 1 月 5 日統計） 

單位 教材上網率 

通識 
通識教育中心 

（含軍訓、體育） 
96.34% 

機械工程系 98.77% 

工商業設計系 65.00% 

材料與纖維系 100.00% 

工程學群 

材料所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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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 
（99 年 1 月 5 日統計） 

單位 教材上網率 

纖材所 66.67% 

電子工程系 95.74% 

電機工程系 96.43% 

通訊工程系 98.44% 
電通學群 

資通所 100.00% 

工業管理系 100.00%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93.48% 管理學群 

資訊管理系 88.57% 

老人照顧系 100.00% 

護理系 95.83% 醫護學群 

醫務管理系 92.86% 

全校統計 95.00% 

三、『98 獎補助款-群特色教材』製作，已於 98 年 12 月 31 日執行完畢，預計於 99 年

1 月 28 日舉行成果發表展示，地點於有庠科技大樓 10416 學生自學中心-小型研討

室。 

四、『課程自主規劃學習』，981 學期共有 6 門課程，9 組共 33 名學生參與。如下：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計畫
編號

計畫名稱 成員 

商品開發 閆嬰紅 1 商業名片設計 連佩彣/符芸箏/柯詩韻/鄭宜瑋

儀器分析 姚薇華 2 
UV、IR、MASS 和 NMR

有機圖譜分析 
莊英樟/曾贊云/吳紫晴/陳昱宣

著色技術 林尚明 3 著色技術自學計畫 李偉廷/蔣雅文/吳佳靜/郭家偉

行銷預測 陳正道 4 
證照取得與專題得獎

之研究 
黃柏榕/蔡昇鴻/杜孟函 

5 
數位邏輯丙級能力認

證取得 
梁文闊/康和真/余伯葦/高瑞霖

6 
數位邏輯丙級能力認

證取得 
葉筑伊/盛紹強/鄭翔駿 

VHDL數位
系統設計 

陳麗玲 

7 
數位邏輯丙級能力認

證取得 
林杰民/陳宗廷/許修瑋 

8 
第四屆全國盃流通業
模擬經營大賽模擬演

算與練習 
王淳令/洪琳雅/張閔惠/陳怡君

流通實務
模擬系統 

林致祥 

9 
第四屆全國盃流通業
模擬經營大賽模擬演

算與練習 
陳姿儀/陳芷涵/吳美珍/侯相儀

五、『第二屆亞東數理盃微積分、物理團體賽』，分別於 98 年 11 月 25 日與 12 月 2 日

圓滿落幕，並於 12 月 22 日舉行頒獎儀式。本次共有 540 名學生到考。獲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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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如表格所示。 

(一)微積分挑戰組得獎名單 

名次 編號 組別 隊名 成員 系所 

第一名 98A029 挑戰組 零秒出手 張家瑋/許哲維/陳姿吟 電子系

第二名 98A001 挑戰組 全隊 許修瑋/賴昱廷/許書銘 電子系

第三名 98A076 挑戰組 一丁不識 周宇心/彭春鎰/盧彥夫 電機系

第四名 98A040 挑戰組 Jest do it 陳彥丞/謝承翰/溫叔桓 電子系

第五名 98A024 挑戰組 不知道 王怡庭/黃偉翰/陳皇旭 通訊系

第六名 98A046 挑戰組 我寫的都不對 葉 嶸/朱志明/廖浩志 電機系

第七名 98A042 挑戰組 隨你叫 盧偉誠/謝宗倫/李承哲 通訊系

第八名 98A011 挑戰組 我不知道 林昆謙/陳冠宇/張文陽 通訊系

第八名 98A020 挑戰組 徐譁婷 徐譁婷/蕭宗毅/賴俊瑋 通訊系

(二)微積分管理組得獎名單 

名次 編號 組別 隊名 成員 系所 

第一名 98B002 管理組 陪考團 廖鈺田/張堡勛/林禹安 工管系

第二名 98B006 管理組 不要當我 黃珈靖/朱祐生/陳奐均 材纖系

(三)微積分一年級優等獎 

編號 組別 隊名 名獎同學 系所 

98A011 挑戰組 我不知道 陳冠宇 通訊系 

98A048 挑戰組 一級棒 鄭智倫 通訊系 

98A076 挑戰組 一丁不識 彭春鎰 電機系 

98A029 挑戰組 零秒出手 許哲維 電子系 

98B002 管理組 陪考團 廖鈺田 工管系 

98B012 管理組 饒鈺婷 饒鈺婷 材纖系 

(四)物理競賽得獎名單 

名次 編號 隊名 團員 系所 

第一名 981-066 我不會 劉瀚文/林姿吟/黃永曄 電機系 

第二名 981-034 證明給你看 盧偉誠/許博誠/許榮茂 通訊系 

第二名 981-099 對不隊 李文鴻/羅硯煒/黃景麟 電機系 

第三名 981-109 IZUMO 洪光正/卓志偉/龔冠達 電機系 

第四名 981-035 四電一 A 黃柏翔/林冠宇/葉建韋 電機系 

第五名 981-076 D 調團 邱奕傑 
李方馨/林憶潔 

通訊系 
醫管系 

六、『北區跨校課程』，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總計開設 10 門跨校選課課程，本校學生至

外校修課人數共計 8 人，總計修習 12 門課程；外校學生至本校修課人數共計 7 人。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總計開設 12 們跨校選課課程。如下：  



- 6 – 
 

開課教師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關懷與學習 

吳憶蘭 
漢字之美與文化 
領導知能與實務 

楊淑芬 
表演藝術概論 
全球化議題 

劉明香 
國際現勢分析 
道德推論 

張勻翔 

通識教育中心 

人生哲學 
印花圖案設計與應用 
經濟學 王惠民 工業管理學系 
專案管理 

駱麗華 護理學系 健康促進 

預計 1 月 25 日公告北區技專校院資源中心夥伴學校所開設之全部課程，屆時將

公告夥伴學校跨校選課課程名單計選課時間，並訂於 99 年 2 月 25 日(四)及 99 年

3 月 1 日(一)辦理北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跨校選課」說明會。 

七、『期中成績預警』，981 學期位關懷學習成效低落學生，教學促進中心於 98 年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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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續轉介輔

導。全校期中評量二分之ㄧ學分不及格及三分之二學分不及格學生共 1052 人，優

先輔導三分之二學分不及格學生共 421 人。學期結束輔導人數共 412 人輔導率為

97.86%。 

八、『全校教學助理』，本學期教學助理合計共 147 位。加入校內研究生教學助理 10

名，校外研究生教學助理 5 名。為提升教學助理素質教學促進中心共舉辦 4 場教

學助理培訓。 

主席指示： 

一、每門課程僅須上傳 4 週教材，門檻太低，可再提高教材上網門檻。 

二、「群特色教材」可供招生宣傳。 

三、「期中成績預警」應輔導 421 人，實際輔導 412 人，請說明 9 人未輔導的原因。 

電算中心： 

一、經教務處與電算中心討論後，決定開發「學生基本能力作業系統」，其功能及分

工如下： 

(一)教務處課務組：負責建立各項基本能力指標，有修改時須與課務組連繫更改。 

(二)教務處註冊組：每學期至系統撈通過學生基本能力指標，通過者顯示在歷年

成績單「畢業門檻」欄，請參閱附件三(p.16)。 

審核畢業資格時，學生須通過「專業技術」、「社會實踐」、「語言表達」三項

指標方可畢業。 

(三)電算中心：負責開發「學生基本能力作業」登錄系統。 

(四)教學單位：各系與通識教育中心依「學生基本能力指標申請表」及證明文件

進行審核，並進入系統登錄學生通過審核之檢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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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務處：進入系統登錄學生通過必備能力項目。 

二、學生基本能力作業流程： 

(一)專業技術：學生上網申請->上傳 PDF 佐證->各系負責人->教務系統抓取資料

->學生當學期成績畢業門檻項目多項"專業技術"。 

(二)社會實踐：學生上網申請->上傳 PDF 佐證->學務處負責人->教務系統抓取資

料->學生當學期成績畢業門檻項目多項"學習服務"。 

(三)語言表達：學生上網申請->上傳 PDF 佐證->通識中心負責人->教務系統抓取

資料->學生當學期成績畢業門檻項目多項"語言能力"。 

三、其他事項： 

(一)每項能力取得後可保留，而後學生再次申請做為系統儲存用，不需再審核。 

(二)系統整併教務處學生資料與人事室基本職員資料，取得最新學生/職員/助理狀

態對應。 

(三)此部分採用新Portal底層架構撰寫，當新Portal穩定後可併入變為子模組功能。 

(四)成績單格式須對應做修改，請參閱附件三(p.16)。 

主席指示： 

一、「學生基本能力指標」成績單呈現方式，應有「通過」與「未通過」之記載。 

二、請電算中心多費心配合各單位需求開發系統。 

捌、議案討論 

議案一 

案由：擬訂定本校「畢業門檻實施辦法」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說明： 

一、本校「畢業門檻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四(p.17)。 

二、敬請討論，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一、第一條「4C」修正為「本校」；第三條『本辦法所稱之「畢業門檻」，係指：…』修

正為「本辦法所稱之「畢業門檻」共有二項，學生需達成下列二項方能畢業。…」。 

二、修正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議案二 

案由：擬修定本校「學生基本能力指標」討論案。(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心) 

說明： 

一、本校「學生基本能力指標」已於 98.6.24 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因應實際需求，擬修正「學生基本能力指標」語言表達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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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內容 修正後內容 說明 
至少需通過下列一項英語檢測： 
▓ 多益測驗(TOEIC)： 
   舊制350分、新制225分 
▓ 全民英檢（GEPT）:初級初試 
▓ 托福(TOEFL)： 

紙筆 390，電腦 45 分 
▓ 大學校院英語能力測驗

(CSEPT)：第一級170分 
▓ 雅思(IELTS)：3 級 
▓ CEFR歐洲語言能力分級A2基

礎級 
▓ 通過本系制定之專業英文

檢核測驗 
若未通過，需參加本校開設

之英檢補救課程且成績及

格。 

至少需通過下列一項英語檢測： 
▓ 多益測驗(TOEIC)： 
   舊制350分、新制225分 
▓多益普級(TOEIC 

Bridge):134 分 
▓ 全民英檢（GEPT）:初級初試 
▓ 托福(TOEFL)： 

紙筆 390，電腦 45 分 
▓ 托福網路測驗

(TOEFL-iBT )：29 分 
▓ 大學校院英語能力測驗

(CSEPT)：第一級170分 
▓ 雅思(IELTS)：3 級 
▓ 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

級測驗（CMS）：Key 
English Test（KET） 

▓ 通過本系制定之專業英文

檢核測驗 
若未通過，需參加本校開

設之英檢補救課程且成績及

格。 

1、 增加多益普級、托福

網路測驗及劍橋大

學英語能力認證分

級測驗 
2、 刪除 CEFR歐洲語言能

力分級A2基礎級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三 

案由：訂定本校「學生英語文基本能力與畢業門檻實施辦法」討論案。（提案單位：通識

教育中心） 

說明：  

一、本校「學生英語文基本能力與畢業門檻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五(p.18)。 

二、敬請討論，通過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決議： 

一、名稱修正為「亞東技術學院英語文基本能力實施辦法」；第一條依據條文修正為「亞

東技術學院畢業門檻實施辦法」；刪除第三條第 7 項「或於期結束前實施之」字樣；

刪除第三條第 8 項全部文字。 

二、修正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議案四 

案由：訂定本校「學生通識英語文基本能力實施細則」審議案。（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

心） 

說明： 

一、本校「學生通識英語文基本能力實施細則」草案如附件六(p.19)。 

二、敬請審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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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第一條依據條文修正為「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英語文基本能力實施辦法」；第三條修

訂實施内容並增訂英檢證照考試補助標準。 

二、餘照案通過。 

議案五 

案由：訂定本校「材料與纖維系學生專業英語文基本能力實施細則」及「管理學群學生專

業英語文實施細則」討論案。（提案單位：材料與纖維系、管理學群） 

說明：  

一、本校「材料與纖維系學生專業英語文基本能力實施細則」草案如附件七(p.20)，敬請

討論，通過後提學群會議審議。 

二、本校「管理學群學生專業英語文實施細則」草案如附件八(p.21)，敬請審議，通過後

陳校長核定後施行。 

決議： 

一、「材料與纖維系學生專業英語文基本能力實施細則」第一條依據條文修正為「亞東

技術學院學生英語文基本能力實施辦法」；第三條實施時間修正為「三年級學期結

束前未通過通識英語文基本能力者，應於四年級畢業前通過專業英語文基本能力測

驗，以取得本校英語文基本能力畢業門檻。」；刪除第四條第 5、6、7 項；第五條

修正為「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 

二、「管理學群學生專業英語文實施細則」修正後提下次教務會議審議。 

議案六 

案由：訂定本校「學生專業技術能力實施辦法」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說明：  

一、本校「學生專業技術能力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九(p.22)。 

二、敬請討論，通過後提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七 

案由：訂定本校「學生社會實踐基本能力實施辦法」討論案。（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說明： 

一、依據「亞東技術學院 97 學年度第七次校務會議學生基本能力案」，為落實透過多元

軟能力培育課程及自我實踐養成，建立學生社會接軌核心能力，以提高學生就業能

力，特定本辦法。 

二、本校「學生社會實踐基本能力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十(p.23)，敬請討論。 

決議：修正部分文字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議案八 

案由：訂定本校「學生社會實踐基本能力實施細則」討論案。（提案單位：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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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為協助學生順利完成社會實踐基本能力各項指標，提供相關輔導與考核機制，依據

「亞東技術學院學生社會實踐基本能力實施辦法」訂定本校「學生社會實踐基本能

力實施細則」。 

二、本校「學生社會實踐基本能力實施細則」草案如附件十一(p.24、25)，敬請審議，通

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行。 

決議：請學務處修訂後提下次教務會議審議。 

議案九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學助理制度實施辦法」審議案。(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促進中心) 

說明： 

一、為實施教學助理分類，修訂本校「教學助理制度實施辦法」如附件十二(p.26、27)。 

二、敬請審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行。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十 

案由：學生期中考試以後申請退選討論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說明： 

一、學生於校長高峰座談會中建議「期中考以後可否退選」，故提出討論。 

二、本組廣納建言後，歸納分析利弊如下： 

(一)學生得因個人身心狀況、家庭變故及學習成效不佳而辦理停修課程。 

(二)可協助成績已頻退學之同學，仍可有繼續就學的機會【目前此類學生皆是採休

學方式】。 

(三)學生可能因可停修課程，致使學習意願降低，進而影響整體素質。 

(四)為學習不認真的學生廣開一扇門，無此必要性。 

(五)若因家庭重大變故致使學習困難，應可另以專簽為之，不可普遍開放。 

(六)因停修作法，會致使部份課程期中考後修課人數減少，甚至低於開班人數下限。 

(七)學生若因停修課程，致使選修學分不足影響畢業，可能需加開選修課程門數因

應,將使成本提高。 

決議：不予同意學生於期中考試後申請退選。 

玖、臨時動議：無。 

拾、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