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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技術學院98學年度第五次教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99年 3月 10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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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書務、張道治(缺席)、陳宗柏、李建南、陳益華(缺席)、馮君平(病假)、

陳瑞金(病假)、曾建榮、蘇木川、袁國榮、李德松、陳鵬文、廖又生、蘇

燦煮、謝光進、王冠今、吳憶蘭、陳保生、李紹倫、呂文珍、許佩玲、陳

正道、亓顥天(缺席)、連品軒(缺席)、許雅茵(缺席) 

列席人員：林致祥、葉乙璇、賴應任(代理)、邱芬華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紀錄執行情形： 

一、案由：進修部四技工商業設計系學生侯其儒申請放棄轉入日間部工商業設計系錄取資

格審議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通知第二名蘇慶峰(K98070135)遞補轉入日間部工商業設計系。 

二、案由：申請更正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機械工程系「專題研究」成績討論案。（提案單位：

機械工程系）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更正學生「專題研究」學期成績。 

三、案由：訂定本校各系「學生專業英語文基本能力實施細則」審議案。（提案單位：各

系） 

決議：修訂部分文字後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訂，適用於 98學年度日間部大學部入學新生。 

四、案由：訂定本校各系「專業技術能力實施細則」審議案。（提案單位：各系） 

決議：修訂部分文字後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訂，適用於 98學年度日間部大學部入學新生。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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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修訂部分文字後通過。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修正後，於學務處網頁公告。 

柒、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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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一、本學期至 3月 9日止計有 47位學生未完成註冊，其中擬辦休學有 23人、擬辦退

學有 9人、未註冊有 15人，未註冊者已發催辦休學通知。 

二、本學期轉學生、轉系生及復學生名單已寄送各相關單位及班導師。 

三、本學期申請修讀輔系計有 4人：電機工程系 1人至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修讀輔系、

老人照顧系 3 人至護理系修讀輔系。 

老人照顧系 5 人放棄修讀護理系。 

四、依據教育部 98 年 11月 5日台陸字第 0980187844 號函：目前迄今未採納大陸地區

高等學校學歷，學生交流切勿涉及承認學分或授予學位等情事。 

五、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作業要點」第十三點之(六)：「選

送生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期間應保有獲獎學校學籍(未休學)，並履行返國完成攻

讀學位義務…」。資通所研究生獲選送 98年度「學海飛颺」赴日本千葉大學研修，

為期半年。交換學生須在本校註冊繳費，且當學期不得選修課程。 

交換學生有關學籍、成績抵免應依據本校「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辦

法」及「學生科目學分抵免辦法」辦理。 

六、98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日間部大學新生，申請通過基本能力時間及程序： 

(一)通過任一基本能力指標者，得於每學期第 17、18週；四年級下學期於第 12、

13 週上網(Portal)登錄申請，並可上傳通過各基本能力指標項目佐證資料

(PDF)。 

(二)學生自行列印「專業技術」、「社會實踐」及「語言表達」基本能力指標申請

表(學生簽名)，檢附證明文件影本(或佐證資料 PDF)一份，裝訂在申請表背

面，連同證明文件正本分別送各系(專業技術、專業英語文)、學務處(社會實

踐)及通識教育中心(通識英語文)審核，正本驗畢立即退還。 

(三)各教學單位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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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時間與學期成績登記日相同)。 

(四)學生可在 Portal 查詢審查結果，「歷年成績單」亦同步註記各項能力「通過」

或「未通過」字樣。 

七、100 學年度申請增設新系或學位學程，請於 99 年 6 月 15 日前將經校外學者專家

審查通過之新設計畫書送教務處註冊組陳報教育部。 

八、本校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材纖、機械、電機、電子、通訊等 5 系，擬招收大陸短

期(1 學期)研修生各 10 名，以日間部大二或大三上學期課程並以隨班附讀方式為

主，相關訊息已於 3月 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系主任。敬請填寫「大陸短期研修生

需求調查表」之「開課年級」、「課程名稱」(含科目、學分數、是否為實作課程)，

於 3月 11日(四)中午 12：00前送註冊組彙整填報。 

九、「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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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前

將給新生相關資料電子檔送註冊組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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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示： 

一、交換學生成績抵免依據本校「學生科目學分抵免辦法」辦理。 

二、98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日間部大學新生，通過任一基本能力指標者，於每

學期第 17、18週；四年級下學期於第 12、13週上網登錄申請。 

課務組： 

一、98學年度第二學期加退選課及隨班重修已辦理完畢，感謝各單位協助。 

二、98 學年度三大學程說明會已辦理完畢，請各系協助宣導學生申請學程，以落實學

程推廣，並利於校務基本資料庫數據填寫。 

三、98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大綱截至 3 月 9 日止尚有多系 54 門科目未鍵檔（如下統

計），敦請系主任惠予協助力促所屬教師儘速填寫，以達成 100%之目標。 

系別 未填科目數 系別 未填科目數 

材纖 2 醫管 4 

機械 13 資管 1 

電機 2 行銷 2 

工管 14 通識 14 

通訊 2   

四、重申教學評量成績處理方式： 

(一)無效問卷定義： 

1.若該科目填寫問卷人數未超過修課人數一半，則該科目視同「無效評量一」。 

2.題目第1題與第17題（反向題），若二題填答皆為非常同意，或皆為非常不

同意，則視同「無效評量二」，該份問卷成績不併入該科目成績統計。  

(二)教師實際分數：扣除該科目所有「無效評量二」之問卷後之統計分數。 

(三)「無效評量一」成績乃依所有有效卷之成績統計呈現，惟其成績若低於70分,

將不列入輔導名單（981學期僅有一門課程是為無效評量一），其統計表呈現

格式如下：  

課名 班別 冊別 教師ID 教師 
問卷

數 

有效

卷 

選課

數 
分數 效度問卷 

XXX XX 1 XXXXX XXX 41 17 44 49.9 無效評量一 

五、產業協同教學計畫書預計於 4月 10日前完成，相關參考手冊及計畫書將以 E-MAIL

送達各系，請各系提前規劃。 

主席指示： 

一、教學大綱應填的範圍請主動通知任課教師，綱要與進度一次填完。教師輸

入大綱上傳後，系統自動發電子郵件，供教師留存。 

二、「教學評量」在 70分以下之教師輔導表增加「課號」，提升輔導效能。

「專題研究」任課教師掛系主任，不列入系主任評分。上課缺席超過 4次

視為無效問卷，請課務組、電算中心與學務處研議後實施。 

綜合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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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全校教職同仁了解本校招生宣傳業務與目標，擬於 4月 7 日(三)舉辦「招生

宣傳說明會」，說明目前各項招生宣傳方式及本組提供之行政支援。  

二、亞東活力形象大使選訓辦法已於 3月 4日招生宣傳小組會議通過，招募期間為 3

月 9日~3月 19 日，3 月 24日辦理甄選，甄選通過之大使將培訓協助各項招生宣

傳活動。 

主席指示：綜合業務組 4月 7日舉辦「招生宣傳說明會」，說明目前各項招生宣傳方

式及提供之行政支援，請各系給與支持與配合。 

教學促進中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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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年度第

2學期總計開設 12門跨校選課課程。如下： 

開課教師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吳憶蘭 

通識教育中心 

關懷與學習 

漢字之美與文化 

楊淑芬 
領導知能與實務 

表演藝術概論 

劉明香 
全球化議題 

國際現勢分析 

張勻翔 
道德推論 

人生哲學 

王惠民 工業管理學系 

印花圖案設計與應用 

經濟學 

專案管理 

駱麗華 護理學系 健康促進 

截至 3月 8日共計修課人數如下所示： 

●本校 6位學生至外校修課。 

序號 本校系科 姓名 跨校修課學校 中文科目名稱 

1 日四技電機四 A 張超勛 致理技術學院 
青年 NPO─認識荒野

體驗自然 

2 行銷與流通管理四 黃緗筑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音樂節奏與肢體舞蹈 

3 機械工程系四年級 張榕哲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當代歐洲概論 

4 材料與纖維系二年級 廖景鋒 華夏技術學院 台灣開發史 

5 通訊工程系一年級 陳柏翔 致理技術學院 情緒管理概論 

6 通訊工程系一年級 宋建翰 致理技術學院 情緒管理概論 

●4位外校生至本校修課。 

序號 學校 姓名 開課班級 修課科目 

1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沈佩赬 日四技工管 1A 經濟學 

2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陳韋任 日四技通識 2K 國際現勢分析 

3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范君亭 日四技通識 2A 印花圖案設計與應用 

4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林芄汝 日四技通識 2A 印花圖案設計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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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9年度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劃，將與蘭陽技術學院合作。合作活動如下所述： 

(一)亞東技術學院辦理─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精進工作坊 

活動時間：99年 4月 9日(五)、10 日(六) 0830-1730 

活動地點：蘭陽技術學院 

活動內容：數位教材教育訓練研習 

活動主講人：松崗講師 

(二)蘭陽技術學院辦理─在地藝術文化講座 

活動時間：99年 4月 28日(三)1000-1200 

活動地點：亞東技術學院 元智大樓一樓視聽室 

活動內容：戲曲介紹、示範教學 

活動主講人：蘭陽戲劇團 資深演員 

主席指示：與蘭陽技術學院合作「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精進工作坊」及「在地藝術文化

講座」請踴躍參加。 

捌、議案討論 

議案一 

案由：擬自 99 學年度起停止印製「點名記分簿」、「期中評量登記冊」及「學期成績登記

冊」審議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一、本校個人 Portal 使用多年，任課教師均可自行下載修課學生名單。為落實環保，節

能減碳，擬自 99 學年度起停止印製「點名記分簿」、「期中評量登記冊」及「學期

成績登記冊」。 

二、敬請審議。 

決議：除「點名記分簿」外，餘照案通過。 

議案二 

案由：申請更正 98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審議案。（提案單位：資訊管理系） 

說明： 

一、資訊管理系陳鵬文主任誤植學生賴婉雯(961110110)「專題研究」學期成績 79 分，

申請更正為 82分，系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二、敬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三 

案由：訂定「亞東學報編輯委員會及編審委員會組織章程」，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 

說明：經亞東學報第 30 期第 2次會議決議，為明確區分編輯委員會及編審委員會工作權

責，訂定「亞東學報編輯委員會及編審委員會組織章程」,草案如附件一(p.9)。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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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四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科目學分抵免辦法」審議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一、本校「學生科目學分抵免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二(p.10~p.12)。 

二、敬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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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經亞東學報第 30 期第 2 次會議決議，修改「亞東學報稿件審查要點」條文，請參

見附件三(p.13)說明。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六 

案由：修訂本校學號編碼原則審議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一、目前學生學號為 9碼，編碼原則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日 學年度 學制 系所 組別 班別 流水號  

 進 學制 學年度 系所 組別 班別 流水號  

 備註： 
學制：9博士、0碩士、1日四技、2日二技、3日二專、K進四技、R進二技、 

Q進二技在職專班 
系所：01材纖、02機械、03電機、04電子、05工管、07設計、08護理、09通訊、10醫

管、11資管、12行銷、13資通所、14老照、15工管_雙軌、16材料所、51二技產
業專班、52纖材產碩專班 

組別：0不分組、1分組 

班別：1 A班、2 B班 

例：資通所 1年 A班→980130101；進四技設計 1A→K98070101 

二、建議修訂學號編碼原則如下： 

 

甲案 

1 2 3 4 5 6 7 8 9  
 學年度 學院 學制 系所 班別 流水號  

 

備註：  
學院：1工程、2電通、3管理、4醫護 
學制：0博士、1碩士、2提前入學、3(保留)、4日四技、5日二技、 

6 進四技、7進二技、8產碩專班、9二技專班 
系所：工程：1材料所、2材纖、3機械、4設計、5纖材產碩專班 

電通：1資通所、2電機、3電子、4通訊 
管理：1管理所、2工管、3資管、4行銷 
醫護：1健康照護所、2護理、3醫管、4老照 

班別：1 A班、2 B班 

例：資通所 1年 A班→100211101；進四技設計 1A→100164101 

 

乙案 

1 2 3 4 5 6 7 8 9  

 學年度 學制 系所 班別 流水號  

 備註： 
學制：0博士、1碩士、2提前入學、3(保留)、4日四技、5日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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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進四技、7進二技、8產碩專班、9二技專班 
系所：01材料所、02資通所、03管理所、04健康照護所、05材纖、06機械、 

07設計、08電機、09電子、10通訊、11工管、12資管、13行銷、14護理、
15醫管、16老照、17纖材產碩專班 

班別：1 A班、2 B班 

例：資通所 1年 A班→100102101；進四技設計 1A→100607101 

 

丙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學年度 學制 系所 組別 班別 流水號 

 

備註： 

學年度增加1碼，學制進修部英文字母改阿拉伯數字，餘與目前編碼原則相同。 
學制：0 博士、1碩士、2提前入學、3(保留)、4日四技、5日二技、6進四

技、7進二技、8產碩專班、9二技專班 
系所：01材纖、02機械、03電機、04電子、05工管、07設計、08護理、09通訊、

10醫管、11資管、12行銷、13資通所、14老照、15工管_雙軌、16材料所、
51二技產業專班、52纖材產碩專班 

組別：0不分組、1分組 

班別：1 A班、2 B班 

例：資通所 1年 A班→1001130101；進四技設計 1A→1006070101 

 

三、敬請審議，通過後於 100學年度實施。 

決議：授權電算中心與教務處註冊組研議後，於 100學年度實施。 

議案七 

案由：修訂本校二技學生修讀護理系為輔系之條件及審查標準，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護

理系) 

說明： 

一、因課程異動，導致部份課程未開課。 

二、本案業經本系 99 年 3月 5日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修訂後本校「二技學生修讀護

理系為輔系之條件及審查標準」參請閱附件四(p.14)。 

決議：照案通過。 

議案八 

案由：因應多元環境的改變與需求，擬由各系建構更符合亞東人技職特色之專業通識化標

竿課程，進而落實教育部「技職教育再造方案」之精神。(提案單位:工業管理系) 

說明： 

一、因應多元環境與跨領域技術及八大智能整合的發展需求，高等技職教育的特色已漸

趨向於專業通識化的教學及課程發展，使其更符合技職學生就業之需求。 

二、有鑑於各系部份老師每學期均要支援通識教育中心開課，因此對系上人力資源與課

程安排及衍生的排課等事宜均造成不便與困擾。 

三、若依通識教育中心每學期均要由各系支援，且必須聘任相當多的兼任老師的情況而

論，站在學校資源的有效運用，各系理當全力支持與支援，但若能由各系全權於每

學期固定負責若干門責任課程，完全由系納入整體的課程規劃與設計及發展，不僅

可有效整合通識與專業的內涵，更能讓系的排課更趨於整體化，如此將能同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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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與各系存在的現行問題，進而創造通識與各系雙贏的效益。 

決議：專業通識標竿課程係指學群通識，已規劃在 99 學年度將由學群長推薦授課教師，

以一個科目一位教師任教為原則。 

玖、臨時動議： 

案由：擬請各系協助宣導學生上網選讀體育興趣選項分組課程案。(提案單位:體育室) 

說明：本校「體育」為 2年必修課程，分 4學期上課。至 2月 28日加退選截止計有 79位

同學未上網選讀，為避免影響同學畢業，敬請各系協助宣導學生上網選讀體育興趣

選項分組課程。 

決議： 

一、請課務組向電算中心提「加退選作業系統」增加提醒視窗需求。 

二、在「新生入學須知」說明體育興趣選項分組課程作業程序。 

拾、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