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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 115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03月 16日(三)10:10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廳 AC226 

主席：李傳房教務長 紀錄：李妤莉秘書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各系負責書審、面試、術科考試的委員對貴系評量尺規(四技申請入學、技優甄審、

甄選入學)的規定、招生倫理及評分輔助系統需要有一定的熟悉程度，本處將舉辦若

干場次的評量輔助系統培訓，務必於 4月底前熟悉該工作。 

貳、 上次會議(110.12.29)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備查。(詳附件一) 

參、 工作報告：詳議程資料。(附件二)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審議本校110學年度第2學期提早入學研究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及王秋雄榮譽博士(研究所)優秀入學獎學金實施要點

第六點第(一)款規定首次申請程序辦理。 

二、本學期提早入學碩士班、博士班學生申請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符合申請資格者共 5

人，申請金額共計 5萬元，名冊詳如下表。 

110學年度第2學期提早入學研究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首次申請名冊 

序號 學號 姓名 系所 學制 申請項目 申請金額 獎金來源 

1 M1111**** 薛○賢 電機工程系 碩士班 
本校學生甄試入學正取

生，且為本校預研生 
10,000 校內經費 

2 M1111**** 邱○豪 電機工程系 碩士班 
本校學生甄試入學正取

生，且為本校預研生 
10,000 校內經費 

3 M1112**** 劉○岑 
工業工程與

管理系 
碩士班 

本校學生甄試入學正取

生，且為本校預研生 
10,000 校內經費 

4 M1112**** 陳○華 財務金融系 碩士班 
本校學生甄試入學正取

生，且為本校預研生 
10,000 校內經費 

5 M1114**** 林○鈺 應用外語系 碩士班 
本校學生甄試入學正取

生，且為本校預研生 
10,000 校內經費 

合計 50,000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本校數位媒體設計系「地方創生智能設計碩士在職專班」授予學位案，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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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校學則第 98條規定「各系、所、學位學程學位名稱之訂定，應符合國際慣例及趨

勢，並參酌教育部公告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參考手冊，依各系、所、學位學程之

特色、課程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領域、學術或專業實務導向為之。學位中、英文名

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經院、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通

過，並提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二、數媒系 111.1.19系務會議決議「地方創生智能設計碩士在職專班」授予學位比照數媒

系碩士班授予設計學碩士，會議紀錄詳見附件 2-1。 

三、數位媒體設計系「地方創生智能設計碩士在職專班」授予學位名稱如下： 

系別 
學位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全稱 英文縮寫 

數位媒體設計系地方創生

智能設計碩士在職專班 

設計學碩

士 

Master of Design M.Des.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本校「輔系審查規範」第四點修正案，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本校環安系 110年 10月 20日系務會議修訂相關輔系審查規範。 

二、修訂重點：環安系新增輔系指定必修科目及任選必修科目。 

三、檢附本規範第四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及相關系務會議如附件 3-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本校「大學部學生學業成績優良提前畢業處理要點」第四點修正案，請審議。 

說明： 

一、 修正重點：為確保學生申請時效及簡化申請流程，修正學生申請書先送各系(學程)初

審後再送教務處複審。 

二、 檢附本要點第四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4-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本校「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第三點修正案，請審議。 

說明： 

一、修正重點：配合本校 111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工管系、工設系、建築系及創設系等採

計學測科目僅二科，新增採計二科各類獎金總級分標準。 

二、本校 111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各系採計學測科目數及所佔總成績比率詳附件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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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本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詳附件 5-2。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惟後續請分析及考量申請入學所採計的學科科目數及此要點申請入學

各系採計學測科目數可脫勾考量，並請於下次會議時提供近年獲得此要點獎學金之統

計資料供參。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教組 

案由：本校「選課要點」第十一點修正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第 114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檢附本要點第十一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各一份。(詳附件 6-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教組 

案由：本校「授課鐘點計算要點」修正案，請審議。 

說明： 

一、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專任(含專案)教師均採一致標準。 

(二)除兼任行政職抵減 4鐘點外，其他非兼任行政職者僅可抵減鐘點，但不計入超支。 

二、檢附本要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全文各一份。(詳附件 7-1) 

決議：委員建議如下： 

一、現預研生多採 4+1 方式修讀碩士班，第九點第一款請考量放寬至一年級以上之碩

士博士生。 

二、若本要點適用專任(含專案教師)，教學型的專案教師其要求的授課鐘點數較多，請

一併考量。 

三、第九點中的「鐘點時數」，請修正為「鐘點」。 

四、第十點若限本項減授每學期核計至多四鐘點，將造成專案教師勢必至少上二門課

程以上，而衍生不必要的困擾。 

五、第九點未明確規定研究生共同指導時，其抵減鐘點的計算方式。 

六、若在本校或他校為專案教師時，若改聘為專任教師師時是否適用第九點第二款國

任初任。 

本案此次不決議，請業管單位將上述建議納入修法考量，並於下次會議再提案討論。 

提案八、 

提案單位：語言中心/管理學院 

案由：本校「英文抵修要點」（111至 112學年度適用）及（113學年度起適用）修正案，請

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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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應管理學院執行「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精進成為重點培育學院」計畫(編

號:110-A047)，其中一項 KPI為大二學生(5%)英文能力必須達到聽、說、讀、寫 B2等

級，故擬配合修訂本要點。 

二、本校「英文抵修要點」（113學年度起適用）業已於 109年 12月 23日第 110次教務

會議修訂通過，改以口說或寫作測驗成績為申請英語必修課程抵免條件，以鼓勵學生

增進英語口說及寫作能力。 

三、本次修正重點為：增列另各系所（含學位學程）得自訂高於校訂英語抵修標準，並送

教務處及語言中心備查。 

四、檢附本校國管學程英文抵修要點(詳附件 8-1)、本要點(111至 112學年度適用)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全文各一份。(詳附件 8-2)暨本要點(113學年度起適用)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全文各一份(詳附件 8-3)。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一、台大系統擬將每學期 18週改為 16週，學校是否有因應措施。 

主席裁示：本校強調務實致用及學習實作，若改為 16週時是否適用?大家可將此議題於相

關會議上討論，並將結論反饋至教務處。教育部的母法仍維持 18週，其雖改為 16週

但仍需要有相關配套措施配合。 

陸、 散會：同日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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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貳、上次會議(110.12.29)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上次會議(110.12.29)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 114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追蹤單 

 

項
次 主席指示或會議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 
單位 執行時程 

1.  

修正本校「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

要點」第三點規定案 

決議：照案通過。 

1.已更新教務處網頁章則，並於

111 年 1月 20 日雲科大教字

第 1110200020號函文給各相

關單位。 

2.本案擬自 112學年度起實施。 

教務處

註冊組 

■本次辦

理結案 

2.  

修正本校「大學部學生轉系考審

規範」編號十九設計技優專班申

請條件。 

決議：照案通過。 

已更新教務處網頁章則，並於

111年 1月 20日雲科大教字第

1110200020號函文給各相關單

位。 

教務處

註冊組 

■本次辦

理結案 

3.  

修正本校「雙主修選讀規範」部

分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已更新教務處網頁章則，並於

111年 1月 20日雲科大教字第

1110200020號函文給各相關單

位。 

教務處

註冊組 

■本次辦

理結案 

4.  

修正本校「一貫修讀學、碩士學

位要點」第二點規定。 

決議：原擬修正文字刪除，逕將

第二點第二項修正為「…凡本校

大學部四年制學生修業滿四學

期起至第七學期，二年制學生修

業滿一學期起至第三學期，符合

各系（所）「碩士班預備研究生

甄選規定」…」。 

已更新教務處網頁章則，並於

111年 1月 20日雲科大教字第

1110200020號函文給各相關單

位。 

教務處

註冊組 

■本次辦

理結案 

5.  

修正本校「學則」第 10 條、第

20條及第 50條條文案。 

決議：照案通過。 

1.本案業經 110 學年度第 5 次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2.續提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

會議(預計 6月 1日召開)審議

後，報教育部備查。 

教務處

註冊組 

■預定 111

年 7月

31日辦

理完畢 

6.  
修正本校推動自主學習課程作

業要點第七點規定 
維持原規定，暫不修法。 

通識中

心 

■本次辦

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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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席指示或會議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 
單位 執行時程 

決議：擬修正第七點係規定授課

鐘點計算，非鐘點費計算，請通

識中心進行文字修正後再提案

審議。 

7.  

擬建議調整節次 I、J、K、L之授

課時間 

決議：本校 IJKL授課時間採教務

處建議的方案一：I節改由 18:25

開始；上課 50 分鐘，但下課改

為 5分鐘；22:00下課。。 

1.業於 111年 1月 20日雲科大

教字第 1110200020號函文給

各相關單位。 

2.自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開

始實施。 

教務處

課教組 

■本次辦

理結案 

8.  

本校「網路教學實施要點」修正

為「遠距教學實施要點」及修正

案。 

決議：照案通過。 

已更新教務處網頁，並於111年

1 月 20 日雲科大教字第

1110200020號函文給各相關單

位。 

教務處 
■本次辦

理結案 

9.  

廢止本校鼓勵開設網路教課程

實施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 

已更新教務處網頁，並於111年

1 月 20 日雲科大教字第

1110200020號函文給各相關單

位。 

教務處 
■本次辦

理結案 

10.  

110學年度必修課程異動及配套

案 

決議：照案通過。 

已依會議決議辦理。 
教務處 

課教組 

■本次辦

理結案 

11.  
111學年度碩博士班課程規範 

決議：照案通過。 
已依會議決議辦理。 

教務處 

課教組 

■本次辦

理結案 

12.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特色課程推

薦案 

決議：照案通過。 

已依會議決議辦理。 
教務處 

課教組 

■本次辦

理結案 

13.  

審議本校跨院系所學程終止/修

訂案 

決議：照案通過。 

已依會議決議辦理。 
教務處 

課教組 

■本次辦

理結案 

14.  

請檢討現本校預研生制度與五

年一貫學制的可行性評估；並考

量若已具備預研生身份的學生

可否簡化研究所報名流程或優

待報名費。 

經查各友校簡章，並無針對自

己學校具備預研生身份的考

生，對其報名流程簡化或優待

報名費之相關規定。另本校預

研生如經就讀之系錄取入學該

系，即可申請本校入學優異獎

教務處 

綜合業

務組 

 

■本次辦

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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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席指示或會議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 
單位 執行時程 

主席裁示：此案涉及層面較廣，

會後請本處相關組進行研議，其

研議結果將提行政會議或教務

會議報告。 

學金，爰基於公平原則，目前應

無對其報名流程簡化或優待報

名費之必要。 

15.  

預研生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後，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碩士班課

程其修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

其學分可承認為碩士班應修之

學分；又本校研究所選修科目碩

士班研究生人數未達 4 人不開

課。預研生制度常造成研究所之

課程因人數不足需隔年開課之

情形，進而造成預研生成為研究

生申請抵免學分時，無法於第一

學年取得學分數，而無法順利提

前畢業之情況，故請考量預研生

選課時，可計算為若干個研究

生，避免其因人數不足無法開課

之憾事。 

主席裁示：因現教務系統僅分為

大學部及研究生二種身份別，請

課教組評估其可行性。 

1.本校資訊中心已協助開發預

研生申請系統，並已於教務

資訊系統加註學生預研生身

分。 

2.因本校選課要點第十一點有

規定各學制課程不開課人數

限制，若要將預研生選課時

算入研究生之選課人數計

算，需修改本校選課要點第

十一點規定。 

3.將於 111年 3月 16日召開之

教務會議修改本校選課要點

第十一點規定，將本校預研

生人數納研究生計算。 

4.本校預研生人數選課時併入

研究生計算，擬自 111學年度

第 1學期開始適用 

教務處 

註冊組 

課教組 

 

■預定 111

年 3月

16日辦

理完畢 

16.  

因研究生延聘主指導教授於網

路提報時得登錄論文題目，惟研

究生網路提報時，其題目有時未

經指導教授同意，請授權指導教

授可以逕修改論文題目，或考量

先提報主指導教授，論文題目可

晚點訂定。 

主席裁示：請課教組評估其可行

性。 

依教育部學位論文品保機制，

及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

制研議會議指示(111年 1月 21

日)，論文題目應符合專業領

域，且建議品保機制於撰寫初

期進行，不宜延宕至學位考試

時審議。 

本校自 109 學年度起，系所應

開會審議，研究生提送之論文

題目須符合所屬系所之專業領

域。 

本組於提報時已加強宣導，研

究生應先經指導教授同意後，

再至系統提報，並於提報截止

教務處 

課教組 

 

■本次辦

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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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席指示或會議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 
單位 執行時程 

日前，將提報單經指導教授簽

章後送系所彙整。指導教授得

逕於提報單上修正題目，再經

系所修正後提會審議。 

17.  

因部分課程有限制修課人數，常

造成修讀跨領域學程的同學無

法修到相關課程，請考量將修讀

跨領域學程的學生亦視為該系

的學生，提高學生選到課程的機

會。 

主席裁示：請課教組評估其可行

性。 

選修課程之優先順序：本班＞

本系本學制高年級(含輔系、雙

主修身分者)＞本系本學制低 

年級＞本系所高年級＞本系所

低年級＞外系。目前已在加退

選期間，已達人數上限之課程，

如「任課教師」同意提供「授權

碼」，學生依授權碼自行網路加

選，將加強宣導。 

教務處 

課教組 

 

■本次辦

理結案 

18.  

有關招生管道之招生名額數，

可否提早告知系上，讓系上老

師有充裕時間經會議討論，而

非僅主任一人自行決定。 

主席裁示：請綜合業務組檢討其

作業時程。 

有關四技各聯合招生管道係依

各別管道招生委員會來文辦

理，分為提早調查請各系提撥

名額(如特殊選才、技優入學 7-

8 月)及依教育部核定擴大招生

名額比率(須視教育部核定後

才可運作)、近 2學年度招生報

到率及錄取率情形調整名額

(如甄選入學、聯合登記分發 9-

10月)兩種方式。依照往例皆預

留一週時間予系所作業，往後

視當學年度教育部及聯合會等

相關時程評估校內時程提早之

可行性。 

教務處 

綜合業

務組 

 

■本次辦

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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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附件二 

參、工作報告 

一、 註冊組 

(一) 註冊：110學年度第 2學期註冊人數為 9,552人，其中新生註冊人數計有 104人，詳

如下表：(統計至 3/7) 

學制 
資管碩職資訊

服務數位專班 

研究所甄試提早入學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合計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註冊人數 25 49 12 8 10 104 

(二) 修業年限屆滿退學：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定應修科

目與學分或未完成本校所訂定之畢業條件學生共計 7人(大學部 1人、碩士班 5人、博

士班 1人)，已於 2月 22日將退學公文以雙掛號函件寄予各生。106-110學年度各學期

制修業制限屆滿退學人數詳如下表。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年度 107 108 109 110 106 107 108 109 

大學部   2 1 1 5 4 7 

碩士班  1 3 5 14 9 13 15 

博士班  2 1 1 3 2 2 6 

合計 0 3 6 7 18 16 19 28 

(三) 休學：本學期至 2月 22日止學生申請休學 146人(日間部大學部 30人、四技進修部 3

人、碩班 47人、碩在班 41人、博班 25人)；本校 107至 110學年各學期新申請休學

人數及其休學原因類別彙整詳如下表。  

學期 因學業 因志趣 家庭、經濟 因工作 因服役 因育兒 因懷孕 因病 其他 合計 

110-1 44 38 52 170 5 19 3 18 97 446 

109-2 31 26 20 118 2 15 4 19 93 328 

109-1 65 47 57 174 1 20 7 32 86 489 

108-2 30 19 32 115 4 13 1 17 88 319 

108-1 48 51 43 164 8 25 5 21 102 467 

107-2 20 18 33 125 4 14 4 16 64 298 

107-1 55 52 57 174 16 20 5 25 57 461 

(四) 退學：本學期至 2 月 22 日止學生申請退學 60 人(日間部大學部 37人、四技進修部 1

人、碩班 11人、碩在班 8人、博班 3人) ；本校 107至 110學年各學期退學人數及其

退學原因類別彙整詳如下表。 

學期 
逾期 

未註冊 

家庭 

經濟因素 

連雙 1/2 

不及格 

連雙 2/3 

不及格 

志趣 

不合 
轉學 重考 

工作 

需求 

延修 

屆滿 
死亡 

其他 

原因 
合計 

110-1 142 5 18 0 9 38 11 9 28 2 30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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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逾期 

未註冊 

家庭 

經濟因素 

連雙 1/2 

不及格 

連雙 2/3 

不及格 

志趣 

不合 
轉學 重考 

工作 

需求 

延修 

屆滿 
死亡 

其他 

原因 
合計 

109-2 83 3 11 1 4 13 4 10 10 2 19 160 

109-1 143 5 16 4 12 25 10 14 22 1 41 293 

108-2 82 4 12 2 4 11 6 19 3 1 18 162 

108-1 116 7 17 2 12 24 14 18 15 0 27 252 

107-2 76 2 9 2 6 7 3 7 0 1 17 130 

107-1 129 4 12 2 12 28 10 29 18 4 15 263 

(五) 畢業生：110學年度第 1 學期合計 341人畢業取得學位，詳如下表：  

學制 四技 二技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境外專班 博士班 合計 

畢業人數 123 10 139 55 0 14 341 

(六) 學期成績達二分之一以上不及格：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修課總學分數達 1/2 以上

不及格者，共計 172人，其中達學則第 45條第 4、5款規定應令退學標準【(學期成績

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1/2(特殊生為 2/3)連續達兩次者】計有 21

人，已於 2月 17日通知退學。另為避免學生因學業成績不及格而遭退學，已於 3月 7

日寄發本學期在學生單二一(或單三二)不及格通知單，通知學生或家長，並行文各系

所，惠請各系所協助關懷學生之學習狀況。 

(七) 學行優良獎：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大學部各班前 3名符合本校學行優良獎勵要點標準

者，共計有 345人，因本獎勵金為減免學雜費性質，已辦理學雜費全免 9人及已畢業

者 9人，將不核予減免，僅發給獎狀鼓勵。故實際核發減免總金額為 166萬 9,782元。

本校 106-110學年度各學期學生學行優良獎勵情形彙總詳如下表。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符合獎勵人數 
次學期學雜費 

核減總額 

符合獎勵人數 
次學期學雜費 

核減總額 
僅發 

獎狀 

獎狀+減免

學雜費 

僅發 

獎狀 

獎狀+減免

學雜費 

106 10 288 1,464,000 91 223 1,139,000 

107 16 322 1,624,000 81 215 1,115,000 

108 14 313 1,595,045 94 250 1,286,000 

109 17 325 1,652,725 93 230 1,206,000 

110 18 327 1,669,782 - - - 

註：本獎勵金為減免學雜費性質，各核減學期未繳學雜費者將不予減免，僅發獎

狀(含畢結業生、辦理學雜費全免者)。 

(八) 輔系、雙主修申請：110學年第 2學期大學部輔系、雙主修申請，已於 3 月 1日截止，

本學期共計 2人提出輔系申請，1人提出雙主修申請。 

(九) 抵免申請：110學年第 2學期抵免作業已於 2月 21日至 3月 1日受理申請，共計 274

人申請，抵免結果已請同學自單一入口確認知悉。 

(十) 畢業資格審核作業：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畢業資格審查已於 111年 2月 22日發函

各系進行審核，敬請各系於 111年 3月 18日前審核完成，並將學生加退選後之畢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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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審核清單核章後擲回註冊組辦理。本校 106-109 學年度各學制畢業率詳如下表，為

提高學生畢業率，敬請各系所持續關懷、輔導學生，並協助學生確實了解畢業相關修

業條件及依系所規劃時程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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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106學年 107學年 108學年度 109學年度 

畢業 

人數 
畢業率 

畢業 

人數 
畢業率 

畢業 

人數 
畢業率 

畢業 

人數 
畢業率 

二年制 65 70.65% 86 83.50% 83 75.45% 89 89% 

二年制專班 17 100.00% 22 84.62% 17 80.95% 19 73.08% 

四年制 1,355 83.75% 1,469 86.51% 1,408 83.96% 1392 84.06% 

四年制專班 26 78.79% 43 72.88% 39 86.67% 28 100% 

碩士班 703 62.71% 731 62.05% 705 62.95% 31 77.5% 

碩士在職專班 210 51.98% 207 47.26% 210 48.61% 717 62.29% 

碩士班境外專班 25 96.15% 22 91.67% 1 100% 244 51.59% 

博士班 55 28.06% 45 32.85% 45 19.31% 0 0 

全校 2,456 70.03% 2,625 71.66% 2,508 68.92% 34 14.41% 

(十一) 預研生：本校 110學年第 2次預研生甄選通過人數共計 129人。111學年度預研生

第 1 次甄選時程預計三月底發函請各系(所)排定並公布周知。本校 103-110 學年度

各系所錄取預研生人數統計詳如下表，敬請各系所多鼓勵學生參加預研生甄選。 

學院 錄取系所 
103學

年 

104學

年 

105學

年 

106學

年 

107學

年 

108學

年 

109學

年 

110學

年 

工程

學院 

機械系 7 8 1 7 2 9 8 18 

電機系 42 32 39 41 18 45 53 45 

電子系 15 21 16 18 21 16 20 25 

環安系 17 16 12 20 14 13 19 18 

化材系 20 16 18 15 8 20 23 30 

營建系 15 5 4  4 10 10 15 

資工系 5 11 11 3  1 7 2 

小計 121 109 101 104 67 114 140 153 

管理

學院 

工管系 12 13 3 15 11 5 14 35 

企管系 4  1  3 3 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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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錄取系所 
103學

年 

104學

年 

105學

年 

106學

年 

107學

年 

108學

年 

109學

年 

110學

年 

資管系 3 1 1 4 6 12 6 4 

財金系 3 2 2 7 7 3 6 5 

會計系 1 5 3  1 3 9 8 

創管所       6 3 

小計 23 21 10 26 28 26 54 102 

設計

學院 

設計所         

工設系         

視傳系    1  3 1 1 

建築系   1   2 2 2 

數媒系        1 

創設系 1   1 1 2 2 3 

小計 1 0 1 2 1 7 5 7 

人文

與科

學學

院 

應外系 2    1 2 4 6 

文資系 1   1 2 5 4 2 

技職所     1   2 

漢學所         

休閒所       3  

科法所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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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錄取系所 
103學

年 

104學

年 

105學

年 

106學

年 

107學

年 

108學

年 

109學

年 

110學

年 

材料所         

小計 3 0 0 1 5 7 11 11 

合計 148 130 112 133 101 154 210 273 

(十二) 轉系(所)申請：111學年度轉系(所)申請期限自 4月 11日至 4月 18日止，屆時將公

告並函發各系知悉。 

(十三) 校外表現傑出學生獎勵申請：111年度校外表現傑出學生獎勵申請時間為 5月 16日

至 5月 27日止（本學期試辦自 2月 21日起收件），欲申請學生須先至本校單一入

口教務資訊糸統填寫「學生學習歷程整合系統--學生參與競賽提報」，第一學期競賽

（8月至隔年 1月）須於 3月 15日前填報，第二學期競賽（2月至 7月）須於 10月

15日前填報，未於規定期限上系統填報者，不具申請資格；相關訊息已公告於本校

網頁及函文各系所知悉。 

二、 教務處課教組 

(一) 校課程委員會：5月召開校課程委員會，討論各院系課程內容及配當之審議。 

(二) 全校教師教學會議：110-2全校教師教學會議訂於 111年 6月 8日(三)上午 10:00-12:00

於國際會議廳 2樓第一演講廳(AC226)舉辦。 

(三) 傑出及優良教師票選：110學年度票選作業於 111年 6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開放線

上投票。 

(四) 110學年度第 2學期選課： 

選課階段 選課日期 備註 

在校生第

1次預選 

110年 12月 27

日至 111年 1

月 3日 

(1)除有人數限制之課程，於預選結束次一上班日中午批

次分發外，其餘為網路即時選課。 

(2)新生預選階段含新交換生及轉、復學生選課。 

(3)興趣選項必修：通識、體育、文學與創新，可填寫 10

個志願後進行分發，各類別至多分發 1門。 新生預選 
111年 2月 8

日至 2月 10日 

全校第 2

次預選 

111年 2月 14

日至 2月 17日 

(1)除有人數限制之課程，於預選結束次一上班日中午批

次分發外，其餘為網路即時選課。 

(2)開始受理大學部超修、減修申請。 

(3)大學部學生興趣選項必修：體育、文學與創新，可填

寫 10個志願後進行分發，各類別至多分發 1門。若第

1次預選時已獲分發 1門，則該類別不再分發 (但可退

選後再重新預選)。 

(4)大學部學生「通識」若已分發 1門或未分發，本次預

選皆可再填寫 10個志願後進行分發，至多分發 1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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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階段 選課日期 備註 

全校加退

選 

111年 2月 28

日至 3月 4日 

(1) 全部課程採即選即上。開始受理「必修課目退選及跨

班修習表」等申請。2/28為國定假期，紙本申請自上

班日 3/1(二)9點開始至 3/4(五)下午 5點。 
(2) 大學部學生「通識」課程於預選時如未能批次選上 2門，
本階段可選至多 2 門。(應屆畢業生最後一學期得紙本
申請第 3門通識、第 2門文學與創新、第 2門體育)。 

(3) 「授權碼」僅人數達限制上限之課程可由教師提供後

加選。 

(4) 最後網路選課階段，建議以電腦選課，並完成儲存

「確認送出」始為有效選課！ 

學生報告

書 

111年 3月 7

日至 3月 11日 

紙本親送教務處課教組辦理，受理至 3/11下午 5點。有

條件限制，僅符合選課要點第 14點之學生得以學生報告

書申請補救選課。 

選課結果

清單確認/

列印 

111年 3月 7

日至 4月 9日 

第 3週受理「學生報告書」(適用者見表格說明或選課注意

事項)。開放「選課結果清單」確認/列印，登入路逕：首頁

→單一入口服務網→教務系統→我的課程→選課結果清

單。 

3/5停開未達開課人數課程 

期中考前

一週退選 

111年 4月 11

日至 4月 15日 

(1)紙本親送教務處課教組辦理。符合選課要點第 13點之

學生得申請停修 1門。本項退選不予退費，請依學則第

十條第一項「每學期加退選日期截止後，學生應依規定

期限繳交各項學分費。」 

(2)在停修程序完成前，請務必正常上課/請假，以免影響

自身權益。 

(五) 跨領域學程：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跨領域學程放學生線上申請時程擬自 110年 12月

27日(星期一)起至 111年 3月 4日(星期五)止。 

(六) 研究生學位考試「學位考試成績評分表」： 

1.研究生論文題目：申請學位考試至學位考試成績登錄前，學生都有權限於系統上修正題

目，「紙本評分表」中、英文論文題目與系統一致。依本校教務章則「學位考試評分表

成績一經送出登錄後，中、英文論文題目不得再更改」。每學期收錄成績皆有多筆錯別

字問題(英文單字拼錯或中文錯別字)，請指導教授出席考試委員會評分時，務必審視所

指導研究生題目之正確性。 

2.總評分表上召集人簽章勾選之「學位論文是否符合所屬系所專業研究領域」：請指導教

授出席口試時與召集人確認評分表簽核無遺漏。 

(七) 「學位論文（紙本）延後公開」： 

1.依教育部 110 年 10 月 13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00074798A 號函，本校學位論文電子檔

不公開比例偏高，應依規定建立審核機制，同時請學生補充不公開證明文件。本案學

位論文之專業符合等檢核改善情形，將作為 112學年度招生總量核定之參據，並自 113

學年度起納入技專教務評鑑指標。 

2.因應上述教育部來函，研究生申請學位論文延後公開者，除學位論文紙本繳至教務處課

https://aax.yuntech.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51&Itemid=724
https://aax.yuntech.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51&Itemid=724
https://webapp.yuntech.edu.tw/WebNewCAS/StudentFile/Course/pStudCour.aspx
https://webapp.yuntech.edu.tw/WebNewCAS/StudentFile/Course/pStudCou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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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組須同時夾附「國家圖書館學位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正本；自 110年 10月起，學

位論文電子檔延後公開，須同時上傳申請書至圖書館。 

3.延後公開請研究生於學位考試申請時提出申請：研究生學位論文延後公開須經系所專

屬會議審議通過，研究生未於申請學位考試時提出「學位論文延後公開」者(「學位考

試申請審核表」已新增延後公開勾選項目)，不得再補提延後公開。 

三、 綜合業務組 

(一) 博士班各項招生： 

1.111學年度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計33名。正取生錄取20名，於110年12月14日(二)至

12月17日(五)辦理到校報到驗證，備取生遞補至遞補日111年2月18日(六)止，總計完

成報到驗證19名，缺額14名將流用至111學年度博士班入學招生考試。 

2.111學年度博士班招生：招生名額（含甄試）計82名、外加3名，報名日期111年3月28日

(一)至111年4月20日(三)止，面試日期111年5月14日(六)，相關作業持續辦理中。 

(二)碩士班各項招生： 

1.111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名額計654名（含外加65名），擇優錄取102名、正取生錄取

533名，合計635名，於110年12月14日(二)至12月17日(五)辦理到校報到驗證，備取生遞

補至截止日111年2月18日(六)止，總計完成報到驗證627名，缺額27名流用至111學年度

碩士班入學招生考試。 

2.111學年度碩士班入學招生：招生名額441名(含外加49)，報名日期110年12月8日(三)至

111年1月5日(三)止，報名人數930人，考試日期111年3月5日(六)，相關作業持續辦理中

。 

3.111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招生名額382名（含外加18名），報名日期110年12月8日

(三)至111年2月10日(四)止，報名人數430名，面試日期111年3月12日(六)，相關作業持

續辦理中。 

(三)四技日間部各項招生：預計日期分別為特殊選才及技優保送1-3月、高中申請入學3-6

月、繁星計畫3-5月、甄選入學4-7月、技優甄審5-7月、運動績優甄試4-9月、身心障

礙12-6月、轉學考5-7月、聯合登記分發7-8月、海外僑生2-9月、外國學生3-7月。 

(四)轉學考試、四技進修部招生：預計4月辦理簡章修訂，5月底開始受理報名作業。 

(五)二技日間部招生：預計6月受理報名作業。 

(六)外國學生招生：2022年春季班國際學生共錄取52人。 

(七)111學年度技專校院增調所系科班作業：未來學院增設「智慧機器人學士學位學程」案

，教育部審核中。 

(八)選才專案辦公室：配合3-6申請入學、甄選入學、技優甄審招生考試，預計於3-4月持

續辦理評量輔助系統培訓。 

四、 招生出版組 

(一)招生宣導： 

1.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接待明台高中、溪湖高中及育達補習班共 260餘位師生參訪；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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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共接待六和高中等 15個學校約 2,600 位師生參訪。 

2.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受嘉義女中及木柵高工邀請，辦理 3場升學講座； 109 學年度

受邀至高中職校辦理 23 場升學講座及模擬面試(另有 16場因 COVID-19 疫情取消)。  

3.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參加新北高工等 8場大學博覽會；109 學年度受邀至高中職校共

參加 31場大學博覽會(另有 6場因 COVID-19疫情取消)。  

(二)校刊「雲聲」：電子報預計按月正常出刊，目前已發行至第 537期 (2022年 3月 01

日)。每期雲聲電子報除以 EMAIL寄全校教職員工、本校學生外，亦寄發給歷年畢業

校友、校外合作廠商及各高中職學校等。校刊「雲聲」從創刊號起 (1991年 09月 25

日創刊)至目前最新期之內容，請點閱以下雲聲電子報官方網址: 

http://admin2.yuntech.edu.tw/~aae/aae/ 

(三)英文版校刊 Newsletter of YunTech：。以寄發本校國外姊妹校(非華語地區)為主要對

象，因業務屬性轉型適由國際事務處發刊，經本刊相關主管溝通協調，教務處發行至

第 20卷第 2期 (2021年 12月)後停刊。 

(四)本校英文期刊 Journal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JIT）：本刊為半年刊，目前已發行至

第 3卷第 2期（2021年 9月出版），2022年 3月將發行第 4卷第 1期。本刊採公開

徵稿 (僅受理英文文稿)，歡迎本校師生踴躍投稿，JIT的線上投稿網址（iPress系

統）：http://www.ipress.tw/J0176。本刊全文 PDF分別收錄於「華藝線上圖書館」資

料庫及本校期刊官方網址：https://jit.yuntech.edu.tw，提供免費瀏覽及下載，以增加本

期刊被引用率。 

五、 教學卓越中心 

(一) 中心透過空間觀察瞭解課室內教與學互動情況，累積教室空間重新規劃的專業能力，

以滿足老師更多教學活動的需要，提升教學品質，落實教學創新。以活動椅和輕桌等

彈性設計，加上數位顯示器、教學白板及數位推播設備(INClass)，提供友善多元的教

學法及教學模組，便利課堂老師作小組分組討論，以及學習者表達回饋想法。於 109

年起有 4間教室進行改造，分別是電子系 ES004、ES008、ES1005教室，創設系

DA405教室，目前都已完成並陸續支援各系相關課程之教學運用。承辦人員：林盈

宏專員(分機 2257)。 

(二) 110-2將秉持服務之精神，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專業知能，規畫多場【新師興學講座】

和【教學工作坊】，邀請專家學者分享寶貴經驗與研究成果，並帶領本校教師一同精

進教學。除了教學卓越中心所舉辦之講座以外，為讓老師更了解大學社會責任(USR)

相關活動，本學期結合本校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將更多活動納入新師興學講堂，歡迎

全校教師踴躍報名參加。承辦人員：林盈宏專員(分機 2257)。 

(三) 於開學後邀請具有教學楷模之教師開放課堂，提供實地觀課，以提昇教師教學及學生

學習成效。110-2觀課資料已公告於本校新進教師手冊網站/觀課報名，網址：

http://nt.tex.yuntech.edu.tw/，提供全校教師報名觀課，承辦人員：林盈宏專員(分機

2257)。 

http://admin2.yuntech.edu.tw/~aae/aae/
http://www.ipress.tw/J0176、
https://jit.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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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卓越中心辦理第十屆師生創新圓夢計畫，將於 110年 12月開始徵件至 111年 03

月 15日截止，預計於 111年 4月 13日至 4月 15日辦理活動決賽及成果展覽周週，

並安排業師交流及青年創業分享講座，歡迎老師能協助推廣，亦多多鼓勵學生進行創

新、創業提案參賽。 

詳細資訊可至，教卓網: https://reurl.cc/jk9b3p 

創夢活動粉絲專業: https://www.facebook.com/yuntechdream 

承辦人員：林盈宏專員(分機 2257)。 

(五) 教學卓越中心將採線上會議方式於 111年 6月 4日(六)辦理「2022 後疫情時代教學

創新示範學校國際研討會」，將邀請國內外學者、教師，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及

「雙語教育」為討論主題」為討論主題，期望透過舉辦工作坊、論文發表會、創新教

學法演示等活動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承辦人員：鄧育

承助理（分機 2261）。 

(六) 教學卓越中心針對上學期成績不及格達三科或是不及格學分數達 40%以上之學生，每

學期期初將由「學生預警晤談提報系統」發送導師晤談單，請導師協助輔導關懷學

生，並至系統填報學生晤談結果。110學年度第 2學期將於 4月中旬會發函至各系

所，請導師與預警學生進行晤談，深入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於「學生預警晤談提報

系統」填報輔導紀錄表，以利後續輔導與追蹤。承辦人員：林盈宏專員(分機 2257)。 

(七) 學科難點影片推廣：本中心課輔 TA統整學生課業問題，已新增 17部學科難點影片

教材，已放置在 YunTech網路虛擬大學(網址：https://moocs.yuntech.edu.tw/)，110-1

學期拍攝 1部難點影片，於上架 YunTech網路虛擬大學，請老師於課堂上推廣，110-

2學期期中考後將陸續新增拍攝難點教材影片，讓學生可以多加學習利用。承辦人

員：林盈宏專員(分機 2257)。 

(八) 為提升校內磨課師課程影片質量，本中心於 YunTech網路虛擬大學(網址：

https://onlinecourse.yuntech.edu.tw/mooc/index.php)陸續上架學生磨課師影片，可供全

校師生免費報名參與，承辦人員：楊智凱（分機 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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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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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輔系審查規範」第四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訂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

各系 

(二)先修科目：微積分(3) 

(三)指定必修科目：環境工

程(3)、環境工程單元操

作(3)、工業衛生(3)、工

業安全(3)、環境工程單

元操作實驗(1)或環境化

學實驗(1)、作業環境測

定(2) 

(四)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

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

選八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三學分 

四、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

各系 

(二)先修科目：微積分(3) 

(三)指定必修科目：本系專

業必修科目二十學分 

(四)應修學分：二十學分 

 

配合環安系 110 年

10月 20日系務會議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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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輔系審查規範【修正後全文】 

一、機械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微積分、普通物理 

(三)指定必修科目：應用力學(一)(2)、應用力學(二)(2)、熱力學(3)、機械設計(3)、流體

力學(3) 

(四)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九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二學分 

二、電機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除電子工程系以外之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電路學(一、二)(6)、電子學(一、二)(6)、信號與系統(3)、計算機概

論(3) 

(四)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六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三、電子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除電機工程系以外之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電路學(一)(3)、電子學(一)(二)(6)、電子學實習(一)(1)、數位邏輯設

計(3)、電磁學(3) 

(四)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七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三學分 

四、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微積分(3) 

(三)指定必修科目：環境工程(3)、環境工程單元操作(3)、工業衛生(3)、工業安全(3)、環

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1)或環境化學實驗(1)、作業環境測定(2) 

(四)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八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三學分 

五、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微積分、化學(一)(二) 

(三)指定必修科目：化工熱力學(3)、反應工程(3)、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一、二)(6)、程

序設計(3) 

(四)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六、營建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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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微積分 

(三)指定必修科目：材料力學(3)、營建管理(3)、結構學(3)、土壤力學(3) 

(四)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十二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七、資訊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數位邏輯設計(3)、數位邏輯設計實習(1)、資料結構(3)、計算機演算

法(3)、計算機組織(3)、作業系統(3)、計算機網路(3) 

(四)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四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三學分 

八、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四年制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生產管理(3)、品質管理(3)、工程經濟(3)、作業研究(一)(3)、工作研

究(3) 

(四)任選必修科目：本系四年制專業必修課程任選六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一學分 

九、企業管理系： 

四年制：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會計學、管理學 

(三)指定必修科目：財務管理(3)、行銷管理(3)、組織理論與管理(3)、人力資源管理(3)、

生產與作業管理(3) 

(四)任選必修科目：管理會計(3)、企業政策(3)、資訊管理(3)、商事法(3)、國際企業管理

(3)、管理心理學(3)任選三科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二年制：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專科或大學時須修習過會計學、管理學） 

(三)指定必修科目：財務管理(3)、行銷管理(3)、組織理論與管理(3)、人力資源管理(3)、

生產與作業管理(3) 

(四)任選必修科目：管理會計(3)、企業政策(3)、資訊管理(3)、商事法(3)、國際企業管理

(3)、管理心理學(3)任選三科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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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資訊管理系： 

四年制：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計算機概論、微積分 

(三)指定必修科目：系統分析與設計(3)、資料庫管理系統(3)、資訊網路(3)、管理資訊系

統(3) 

(四)任選必修科目：本系專業必選修課程任選四科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二年制：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系統分析與設計(3)、資料庫管理系統(3)、資訊網路(3)、管理資訊系

統(3) 

(四)任選必修科目：本系專業必選修課程任選三科 

(五)應修學分：二十一學分 

十一、財務金融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會計學、經濟學(一)、統計學(一) 

(三)指定必修科目：財務管理(一)(3)、財務管理(二)(3)、投資學(3)、貨幣銀行學(3)、金

融機構管理(3) 

(四)任選必修科目：本系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中任選三科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十二、會計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會計學、經濟學(一)  

(三)指定必修科目：中級會計學(一)(二)(6)、成本與管理會計(一)(二)(6)、、審計學

(一)(二)(6) 

(四)任選必修科目：稅務法規(一)(二)(6)、稅務會計(3)、會計資訊系統(一)(3)、會計資訊

系統(二)(3)、高等會計學(一)(3)、高等會計學(二)(3)、財務報表分析(3)、公司法(3)、

商業法規(3)，任選二科，惟課程有分(一)或(二)者，未修習過(一)者，不得修習(二)。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十三、工業設計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基本設計(一)(4)、基本產品設計(一)(4)、產品設計(一)(4)共計12 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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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選必修科目： 

1.設計學院學生：本系專業必修課程（基本設計一、二，基本產品設計一、二，產

品設計一、二，專題設計一、二等主軸課程除外）十二學分 

2.非設計學院學生：本系學院共同必修科目十二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十四、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  

1.設計學院學生：文字造形設計(3)、編輯設計與印刷(3)、動態音像設計(3)、品牌行

銷與設計(3)、品牌整合實務設計(3) 

2.非設計學院學生：基本設計(一)(4)、編輯設計與印刷(3)、動態音像設計(3)、品牌

行銷與設計(3)、品牌整合實務設計(3) 

(四)任選必修科目： 

1.設計學院學生：其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九學分 

2.非設計學院學生：其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八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六)其他規定：全部修課科目皆須依序由低年級修至高年級課程 

十五、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組： 

(一)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建築設計(一)(4)、建築設計(二)(4)、建築設計(三)(4) 建築設計

(四)(4)，為擋修課程，須每學期課程修過後才可繼續修下學期課程。 

(四)任選必修科目：共同專業核心及建築組專業核心之報部必修科目任選八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室內組： 

(一)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室內設計(一)(4)、室內設計(二)(4)、室內設計(三)(4) 室內設計

(四)(4)，為擋修課程，須每學期課程修過後才可繼續修下學期課程。 

(四)任選必修科目：共同專業核心及室內組專業核心之報部必修科目任選八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十六、數位媒體設計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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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定必修科目：基本設計(一)(2)、基本設計(二)(2)、分鏡設計(2)、數位音樂基礎

(2)、設計方法與創意思考(2)、介面設計與使用性評估(2)，共十二學分 

(四)任選必修科目：除畢業專題製作(一)、畢業專題製作(二)、設計實習等三門課外，其

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十二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十七、創意生活設計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基本設計(一)(4)、創意生活設計(一)(4)、創意生活整合設計(一)(4)共

計十二學分學分 

(四)任選必修科目： 

1.設計學院學生：從以下科目任選十一學分：電腦圖學(2)、設計繪畫(2)、模型製作

(2)、設計方法(3)、設計圖學(2)、生活符號學(2)、人因設計(2)、商用空間設計

(2)、展演設計實務(2) 

2.非設計學院學生：本系學院共同必修科目十一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三學分 

十八、應用外語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輔系前所修之校共同必修英文科目皆需達80分） 

(三)指定必修科目：初級寫作(一)(2)、初級寫作(二)(2)、口語練習(一)(2)、口語練習

(二)(2)、閱讀與思考訓練(一)(2)、閱讀與思考訓練(二)(2) 

(四)任選必修科目：由本系專業必選修課程任選12學分。 

(五)應修學分：共需修習二十四學分。 

十九、文化資產維護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文化資產導論(3)、社區營造導論(3)、文物保存概論(2)、文化資產經

營導論(2)、無形文化資產導論(2) 

其餘十二學分則由學生於本系課程中自由選讀。 

(四)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二十、智慧機器人學士學位學程：  

工程模組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福祉設計與體驗(2-0-2)、福祉科技概論(3-0-3)  

(四)任選必修科目：工程模組其他報部專業必修科目任選十九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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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設計模組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福祉設計與體驗(2-0-2)、福祉科技概論(3-0-3)  

(四)任選必修科目：設計模組其他報部專業必修科目任選十九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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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學業成績優良提前畢業處理要點」 

第四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訂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申請書經各系(學程)進行

畢業資格初審後送教務

處進行複審。經審核通

過，併同當學期授予學

位名冊一併呈請校長簽

核。 

四、註冊組將申請書彙齊後

送各系所進行畢業資格

初審，經系所確認後送

教務處進行複審。經審

核通過，併同當學期授

予學位名冊一併呈請校

長簽核。 

為確保學生申請時

效及簡化申請流程，

修正學生申請書先

送各系 (學程 )初審

後再送教務處複審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學業成績優良提前畢業處理要點【修正後全文】 

 

一、本要點依據本校學則第五十三條訂定。 

二、學生成績合於下列標準者，得申請提前一學年或一學期畢業： 

(一)必修及選修科目學分全部修畢，歷年學業平均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在八十分以上。 

(三)學業平均總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三、學生合於上述規定，得於以下時間內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提前畢業：  

(一)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於學期加退選後一週內或期末第十五至十六週。 

(二)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年於學期加退選後一週內或期末第十五至十六週。 

申請提前畢業者應填據提前畢業申請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及當學期選課證明單向註冊

組提出申請。 

四、申請書經各系(學程)進行畢業資格初審後送教務處進行複審。經審核通過，併同當學期

授予學位名冊一併呈請校長簽核。 

五、特殊專班學生不得申請提前畢業。 

六、經審核通過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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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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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各系採計學測科目數及所佔總成績% 

招生系(組) 

招

生

名

額 

學科能力測驗採計項目 占總成績%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A 

數

學

B 

社

會 

自

然 

採

計

科

數 

學測 

學習歷

程備審

資料 

面試 

工程菁英班 79 1 1 1   1 4 40% 60% - 

環安系 34 1  1   1 3 40% 60% - 

工管系 36  1 1.5    2 40% 60% - 

國管學程 18 1 5  1 1  4 40% 20% 40% 

工設系 12 1 1     2 30% 40% 30% 

建築系建築組 1 1 1  1   3 45% 55% - 

建築系室內組 5 1 1     2 45% 55% - 

數媒系 8 2 1  1 2  4 25% 25% 50% 

創設系 30 2 2     2 30% 40% 30% 

文資系 27 1 1   1  3 50% 20% 30% 

 

 

附件 5–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訂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首次申請條件 

(二)參加當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優異者。 

1.成績達該系採計科目四科總級分

達五十八級分(含)以上者、採計三

科總級分達四十三級分(含)以上

者、採計二科總級分達二十九級分

(含)以上者發給第一類獎學金。 

2.成績達該系所採計科目四科總級

分達五十六級分(含)以上者、採計

三科總級分達四十二級分(含)以上

者、採計二科總級分達二十八級分

(含)以上者發給第二類獎學金。 

3.成績達該系所採計科目四科總級

分達五十二級分(含)以上者、採計

三科總級分達三十九級分(含)以上

者、採計二科總級分達二十七級分

(含)以上者發給第三類獎學金。 

三、首次申請條件 

(二)參加當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

驗成績優異者。 

1.成績達該系採計科目四科總級

分達五十八級分(含)以上者、採

計三科總級分達四十三級分

(含)以上者發給第一類獎學金。 

2.成績達該系所採計科目四科總

級分達五十六級分(含)以上者、

採計三科總級分達四十二級分

(含)以上者發給第二類獎學金。 

3.成績達該系所採計科目四科總

級分達五十二級分(含)以上者、

採計三科總級分達三十九級分

(含)以上者發給第三類獎學金。 

配合本校 111

學年度四技申

請入學工管

系、工設系、建

築系及創設系

等採計學測科

目僅二科，新

增採計二科各

類獎金總級分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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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適用 111學年後入學) (修正後全規定)  

一、目的：為獎勵國內外優秀學生就讀本校，以提昇學生素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對象：申請時為本校在學學生且非在職生。保留入學資格、休學、轉系、轉學、退學、延

修生，皆不具申請資格；符合繼續申請資格者，亦不得提出申請。 

三、首次申請條件 

(一) 參加當年度技專校院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優異，以本校為前三志願者。 

1. 四年制各科原始成績全部在全國前百分之一以內者，發給第一類獎學金。 

2. 四年制各科原始成績全部在所報名群(類)別之前百分之二以內者，發給第二類獎學

金。 

3. 四年制各科原始成績全部在所報名群(類)別之前百分之三以內者，發給第三類獎學

金。 

(二) 參加當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優異者。 

1. 成績達該系採計科目四科總級分達五十八級分(含)以上者、採計三科總級分達四十

三級分(含)以上者、採計二科總級分達二十九級分(含)以上者發給第一類獎學金。 

2. 成績達該系所採計科目四科總級分達五十六級分(含)以上者、採計三科總級分達四

十二級分(含)以上者、採計二科總級分達二十八級分(含)以上者發給第二類獎學金。 

3. 成績達該系所採計科目四科總級分達五十二級分(含)以上者、採計三科總級分達三

十九級分(含)以上者、採計二科總級分達二十七級分(含)以上者發給第三類獎學金。 

(三) 參加國際技能競賽榮獲銅牌、銀牌獎項者，發給第三類獎學金；榮獲金牌獎項者，

發給第二類獎學金。 

(四) 錄取本校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或入學招生榜首，同時正取各所指定之重

點國立學校(本校放榜後再報考之校不予列計)；正取二所者，發給第二類獎學金；正

取一所者，發給第三類獎學金。重點國立學校每年由系所提供，至多五所，並經教

務會議通過。 

(五) 本校畢業生以甄試入學或入學招生正取本校碩士班、博士班，於報名時之歷年學業

成績名次符合下列標準者： 

1. 錄取榜首者：歷年學業成績名次列該班前百分之十以內者，發給第三類獎學金。 

2. 歷年學業成績名次列該班前百分之十以內者，發給第四類獎學金。 

3. 歷年學業成績名次列該班前百分之二十以內者，發給第五類獎學金。 

4. 各所預研生且經該所正取者發給第六類獎學金。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給獎總名額各系至多三名為限。名額超過時，比序項目依序為英

文、國文、總分等三項之原始分數。第(四)款及第(五)款之榜首以各系所(組)第一次放榜榜

單為準。 

以上各項獎學金不得重複領取，獲獎以一項為限。 

四、繼續申請條件 

(一) 通過首次申請者，大學部學生其在學期間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維持各該班前百分之十

以內，且未受校方懲戒處分及無不及格科目者。 

(二) 通過首次申請者，研究所碩博士班學生，其在學期間歷年學業成績維持各該班前百

分之二十以內，且未受校方懲戒處分及無不及格科目者；各班人數少於五名者，僅

以第一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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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獎金金額分為六類如下： 

(一) 第一類獎學金：每學期 25萬元整，四技生至多八學期，最高請領 2百萬元，限 10

個名額。 

(二) 第二類獎學金：每學期 8萬元整，四技生至多八學期，最高請領 64萬元，限 20個

名額；研究生至多四學期，最高請領 32萬元。 

(三) 第三類獎學金：每學期 5萬元整，四技生至多八學期，最高請領 40萬元，限 30個

名額；研究生至多四學期，最高請領 20萬元。 

(四) 第四類獎學金：每學期 3萬元整，研究生至多四學期，最高請領 12萬元。 

(五) 第五類獎學金：每學期 2萬元整，研究生至多四學期，最高請領 8萬元。 

(六) 第六類獎學金：每學期 1萬元整，研究生至多四學期，最高請領 4萬元。 

大學部延修學期不具申請資格；碩博士生申請期限至研究所二年級。 

六、申請程序 

(一) 首次申請：於入學後第一學期註冊日起二星期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逕向註冊組提出

申請（惟第三點第(一)款及第(二)款各系超過三名者由各系系務會議依本要點第三

點規定決議名額，另第一、二、三類人數超過限額時，由教務會議決議名額），經

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得申請第一學期獎學金。 

(二) 繼續申請：由註冊組依第四點規定審查簽核，學期各科成績需於開學後全班全部補

送達，每學期符合繼續申請條件者，註冊組將主動簽核辦理。 

(三) 資格中斷者，學期成績如達標準，由註冊組主動簽核辦理。 

七、所需經費由校外捐贈及「學生公費及獎學金」項下支應。 

八、各系得依其結餘之系基金自行增設獎項，辦法各系另訂之。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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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適用 112學年後入學) (修正後全規定)  

一、目的：為獎勵國內外優秀學生就讀本校，以提昇學生素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對象：申請時為本校在學學生且非在職生。保留入學資格、休學、轉系、轉學、退學、延

修生，皆不具申請資格；符合繼續申請資格者，亦不得提出申請。 

三、首次申請條件 

(一) 參加當年度技專校院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優異，以本校為前三志願者。 

1. 四年制各科原始成績全部在全國前百分之一以內者，發給第一類獎學金。 

2. 四年制各科原始成績全部在所報名群(類)別之前百分之二以內者，發給第二類獎學

金。 

3. 四年制各科原始成績全部在所報名群(類)別之前百分之三以內者，發給第三類獎學

金。 

(二) 參加當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優異者。 

1. 成績達該系採計科目四科總級分達五十八級分(含)以上者、採計三科總級分達四十

三級分(含)以上者、採計二科總級分達二十九級分(含)以上者發給第一類獎學金。 

2. 成績達該系所採計科目四科總級分達五十六級分(含)以上者、採計三科總級分達四

十二級分(含)以上者、採計二科總級分達二十八級分(含)以上者發給第二類獎學金。 

3. 成績達該系所採計科目四科總級分達五十二級分(含)以上者、採計三科總級分達三

十九級分(含)以上者、採計二科總級分達二十七級分(含)以上者發給第三類獎學金。 

(三) 參加國際技能競賽榮獲銅牌、銀牌獎項者，發給第三類獎學金；榮獲金牌獎項者，

發給第二類獎學金。 

(四) 錄取本校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甄試入學或入學招生榜首，同時正取各所指定之重

點國立學校(本校放榜後再報考之校不予列計)；正取二所者，發給第二類獎學金；正

取一所者，發給第三類獎學金。重點學校為最新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1,000 名內之國立大學，得由其中

擇優選取部分學校，並經教務會議通過。 

(五) 本校畢業生以甄試入學或入學招生正取本校碩士班、博士班，於報名時之歷年學業

成績名次符合下列標準者： 

1. 錄取榜首者：歷年學業成績名次列該班前百分之十以內者，發給第三類獎學金。 

2. 歷年學業成績名次列該班前百分之十以內者，發給第四類獎學金。 

3. 歷年學業成績名次列該班前百分之二十以內者，發給第五類獎學金。 

4. 各所預研生且經該所正取者發給第六類獎學金。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給獎總名額各系至多三名為限。名額超過時，比序項目依序為英

文、國文、總分等三項之原始分數。第(四)款及第(五)款之榜首以各系所(組)第一次放榜榜

單為準。 

以上各項獎學金不得重複領取，獲獎以一項為限。 

四、繼續申請條件 

(一) 通過首次申請者，大學部學生其在學期間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維持各該班前百分之十

以內，且未受校方懲戒處分及無不及格科目者。 

(二) 通過首次申請者，研究所碩博士班學生，其在學期間歷年學業成績維持各該班前百

分之二十以內，且未受校方懲戒處分及無不及格科目者；各班人數少於五名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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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一名計。 

五、獎金金額分為六類如下： 

(一) 第一類獎學金：每學期 25萬元整，四技生至多八學期，最高請領 2百萬元，限 10

個名額。 

(二) 第二類獎學金：每學期 8萬元整，四技生至多八學期，最高請領 64萬元，限 20個

名額；研究生至多四學期，最高請領 32萬元。 

(三) 第三類獎學金：每學期 5萬元整，四技生至多八學期，最高請領 40萬元，限 30個

名額；研究生至多四學期，最高請領 20萬元。 

(四) 第四類獎學金：每學期 3萬元整，研究生至多四學期，最高請領 12萬元。 

(五) 第五類獎學金：每學期 2萬元整，研究生至多四學期，最高請領 8萬元。 

(六) 第六類獎學金：每學期 1萬元整，研究生至多四學期，最高請領 4萬元。 

大學部延修學期不具申請資格；碩博士生申請期限至研究所二年級。 

六、申請程序 

(一) 首次申請：於入學後第一學期註冊日起二星期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逕向註冊組提出

申請（惟第三點第(一)款及第(二)款各系超過三名者由各系系務會議依本要點第三

點規定決議名額，另第一、二、三類人數超過限額時，由教務會議決議名額），經

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得申請第一學期獎學金。 

(二) 繼續申請：由註冊組依第四點規定審查簽核，學期各科成績需於開學後全班全部補

送達，每學期符合繼續申請條件者，註冊組將主動簽核辦理。 

(三) 資格中斷者，學期成績如達標準，由註冊組主動簽核辦理。 

七、所需經費由校外捐贈及「學生公費及獎學金」項下支應。 

八、各系得依其結餘之系基金自行增設獎項，辦法各系另訂之。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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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選課要點第十一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一、依大學部四、二年制共同科目

（含通識）選課修習人數未達

十人，專業選修科目人數未達

十人，研究所選修科目碩士班

研究生人數(含本校預研生)未達

四人，博士班研究生人數未達

二人均不開課。以英語授課

者，大學部修課未足五人，研

究所修課未足二人均不開課，

但應用外語系所、英語菁英學

程與英語相關課程不適用人數

減半規定。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請依本校「辦

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教務處理

要點」辦理。 

十一、依大學部四、二年制共同科目

（含通識）選課修習人數未達

十人，專業選修科目人數未達

十人，研究所選修科目碩士班

研究生人數未達四人，博士班

研究生人數未達二人均不開

課。以英語授課者，大學部修

課未足五人，研究所修課未足

二人均不開課，但應用外語系

所、英語菁英學程與英語相關

課程不適用人數減半規定。 

 

1.第 114次教務

會議決議事

項：「…預研生

制度常造成研

究所之課程因

人數不足需隔

年開課之情

形。請考量預

研生選課時，

可計算為若干

個研究生，避

免其因人數足

無法開課之憾

事。」 

2.本要點通過擬

自 111學年度

第 1學期起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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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選課要點 

一、本要點係依據教育部、本校各項章則有關規定及各項會議有關決議事項暨本校實際需要

而訂定。 

二、選課方式為新生入學第一學期為初選（註冊時）、加退選；餘均為預選（每一學期結束前

預選下學期）、加退選。 

三、本校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 各研究所每學期修習學分數，由各所自行訂定，惟第一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一門科

目，不得多於十八學分。 

(二) 大學部日間部各年制、各系每學期修習學分數，大一、大二、大三不得少於十六學

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大四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進

修部四年制各系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但成績

優異者，依第三款辦理。惟學生參與校外實習者，不受應修學分下限限制。 

(三) 學生前學期操行成績、學業平均成績各在八十分以上，體育成績在七十分以上，名

次在該班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二十以內者，次學期得經系主任核可，加選一至二

科目學分，並得修習較高年級或他系必修課程。 

(四) 研究所一般生每學期修習碩士在職專班學分數上限，依各系所規範。 

(五) 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應依上述規定修習，如未經核可超修，由教務處逕予退選至

合乎規定。 

(六) 學生遇有特殊情況不能修足該學期應修最低學分數，經系所主任同意者得酌減應修

學分數，減修後應至少修習一門科目。 

四、初選或預選均由學生在規定時間內及地點，以電腦終端機直接鍵入選課資料；加退選時

亦同。 

五、必修課程，學生選課以修習本系、本班所排定之科目為原則，但院系（所）有其特殊規

定者，從其規定。 

六、大學部選修科目，如欲修習他系所或他班課程，得經任課教師、系（所）主任之核可後

修習，並認定為本系所之畢業選修科目學分，但須由該系所擬訂在畢業學分選修科目中

保留一定之學分數供學生自行選修他系所課程，經系（所）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並送課程及教學組備查始可。研究所選修科目，如欲修習他系所或他班課程，得經任課

教師、系（所）主任之核可後修習，惟認定他系（所）學分數為畢業學分數之採計，依各

系（所）自行認定。 

七、學生所修課程中，如其科目有先後次序規定者，未修習先修科目或先修科目成績不及格

者，未經任課教師及系所主管核准者，不得修習在後之科目，否則所修科目成績不予計

算。 

八、學生不得修習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否則如經發覺，衝堂各科目之成績均以零分計。 

九、大學部學生修習研究所課程可列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計算；所修研究所科目學分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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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學期限修學分數及學業成績不及格之退學標準內計算；其成績及格標準依大學部規

定。 

十、各系學生如欲申請修讀輔系、雙主修、抵免學分等，均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申請手續，

並於加退選時，辦理加選或退選，逾期概不受理。 

十一、 依大學部四、二年制共同科目（含通識）選課修習人數未達十人，專業選修科目人數

未達十人，研究所選修科目碩士班研究生人數(含本校預研生)未達四人，博士班研究

生人數未達二人均不開課。以英語授課者，大學部修課未足五人，研究所修課未足二

人均不開課，但應用外語系所、英語菁英學程與英語相關課程不適用人數減半規定。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請依本校「辦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教務處理要點」辦理。 

十二、 前條開課人數限制在重複開課時提高為：大學部四、二年制共同科目（含通識）選課

修習人數未達三十人，專業選修科目人數未達十五人，研究所碩士班選修科目研究生

人數未達六人，均不開課，因設備限制，則不受此限。 

十三、 學生因學習能力等特殊因素，得在期中考試前一週內，持退選申請單，經任課教師及

系所主管特准後，至課程及教學組辦理退選，但不予退費；且每名學生每學期限退選

一個科目，並於學生歷年成績單之成績計分欄中註記「退選」之字樣。惟依本點規定

退選後，總學分數不得少於每學期規定之應修學分數，大學部已減修學分者，不得再

申請依本點規定退選。因本點原因退選，開課人數不受第十一點規定之限制。 

十四、 選課確認： 

(一) 學生無論是否辦理加退選，均應於加退選截止後上網確認選課結果。 

(二) 學生若於加退選截止後，僅下列學生得於第三週結束前，填具「學生報告書」向授

課教師、所屬系所及教務單位申請補救： 

1. 應屆畢業生因缺修科目學分導致無法畢業者。 

2. 因學分不足會遭強迫休學者。 

3. 已選之課程，未符合系所規範者。 

(三) 學生未於加退選截止後確認選課結果者，概以教務處之電腦紀錄為其選課結果，倘

學生於日後始發現選課錯誤，不再受理其專簽申請補救等。 

十五、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38 

附件 7–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授課鐘點計算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要點係依據教育部、本校各項

章則有關規定及各項會議有關

決議事項暨依本校實際教學、研

究及服務之需要而訂定。 

一、本要點係依據教育部、本校各

項章則有關規定及各項會議有關決

議事項暨本校實際需要而訂定。 

文字修正。 

二、教授每學年授課十六鐘點、副教

授及助理教授十八鐘點、講師二

十鐘點。 

專任(案)教師依本要點規定抵減

授課時數者，每週授課時數仍不

得低於3小時，且授課時數超過

每週最低授課時數之鐘點，方核

發超支鐘點。 

 

二、教授每學年授課十六鐘點、副

教授及助理教授十八鐘點、講

師二十鐘點。兼任本校組織規

程所列各級行政單位主管、各

學院院長、系所主管及依第九

條第一項所設中心主任，每學

期授課時數核減四鐘點；但兼

任系所副主管或兼任依本校組

織規程第八條及第九條第二項

所設中心主任者，核減二鐘

點。若同時兼任多項行政職務

者，最高核減四鐘點。 

一、分為二點。 

二、敘明依規定抵減

授課時數者，每

學期最低授課時

數。每學期應達

三鐘點規定(原第

九點亦有規定) 

三、將後段規定順移

至第三點。 

三、兼任本校組織規程所列各級行

政單位主管、各學院院長、系所

主管及依第九條第一項所設中

心主任，每學期授課時數核減四

鐘點；但兼任系所副主管或兼任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及第九

條第二項所設中心主任者，核減

二鐘點。若同時兼任多項行政職

務者，最高核減四鐘點。 

三、兼任非編制內行政職務，經專

案簽准每學期最高減授四鐘

點。如配合學校發展之委員會

等組織執行長及特殊任務小組

等得簽請每學期減授二鐘點；

各學院特別助理及配合校級大

型計畫之執行，得經簽准酌量

減少授課時數，最高每學期核

減四鐘點。 

 

一、原第二點規定順

移至第三點。 

二、原要點第三點配

合抵減鐘點類型

順移至第十一

點。 

四、研究型及產學型專案教師因屬

特殊任務性質，每學期最高得減

授四鐘點並計入超支。但不得再

適用兼任行政職務、第九點或第

十點等項目減授鐘點。(刪除) 

四、研究型及產學型專案教師因屬

特殊任務性質，每學期最高得減授

四鐘點並計入超支。但不得再適用

兼任行政職務、第九點或第十點等

項目減授鐘點。 

一、本點刪除。 

二、使本校專任(含專

案)教師適用規定

一致，爰刪除本

點。 

八、授課時數之計算，以一學年之授八、授課時數之計算，以一學年之 一、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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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課時數合併計算為原則： 

(一)各專任(案)教師於正規學制

（不含專班）之授課超支

鐘點費，每學年最高核給

四鐘點。 

(二)各專任(案)教師得因開設英

語授課、校務推動專簽課

程，每學年得再加發超支

二鐘點。 

(三)各專任(案)教師正規學制之

四年制特殊專班（如產學

專班、進修學制），鐘點採

單獨計算，每學年不得超

過十二鐘點，假日及夜間

授課，採計夜間鐘點費。 

(四)兼任教師每學期授課以二至

六鐘點為原則，如遇特殊

情形得專案簽准，惟每學

期至多不得超過八鐘點。 

(五)在職專班之授課時數依照本

校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教

務處理要點規定。 

 

授課時數平均值計算為原則： (一) 

各專任(案)教師於正規學制（不含

專班）之授課超支鐘點費，每學年

最高核給四鐘點。 

(二) 專任(案)教師得因開設實作

（含實習、實驗）、英語授課、校

務推動專簽課程，每學年得再加發

超支二鐘點，其中實作課程之鐘點

為學分組合（講授–實作–學分）中

「實作」之鐘點數，但需扣除「實

務專題」及「產業實務實習」課

程。 

(三)各專任(案)教師正規學制之四年

制特殊專班（如產學專班、進修學

制），鐘點採單獨計算，每學年不

得超過十二鐘點，假日及夜間授

課，採計夜間鐘點費。 

(四)兼任教師每學期授課以四鐘點

為原則，如遇特殊情形得專案簽

准，惟每學期至多不得超過八鐘

點。 

(五)在職專班之授課時數依照本校

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教務處理要點

規定。 

 

二、第二項實作課

程，與原規定獎

勵教授實作課程

無法實值判別，

爰刪除此規定。 

三、第四款兼任教師

每學期授課時數

為配合學校師生

比政策及簡化行

政流程，爰修正

本要點。 

九、 專任(案)教師每學期應達三鐘

點，無論是否超支鐘點，均應優

先滿足系所教學需求；核減授課

時數規定如下，但不計入超支: 

(一) 指導一個二年級以上之碩士

或博士生每學期得抵算零點

五鐘點。 

(二) 為鼓勵新進教師積極投入教

研工作，任職第一年間(國內

九、各系所專任(案)教師每學期應

達三鐘點(含)，無論是否超支

鐘點，均應優先滿足系所教學

需求；指導一個二年級以上之

碩士或博士生每學期得抵算零

點五鐘點，但不計入超支鐘

點。為鼓勵新進教師積極投入

教研工作，初任教職且未具教

師證書之新進助理教授任職第

一、改以條列方式呈

現。 

二、新增國內初任之

教師之任職第一

年間得減授四鐘

點。 

三、比照台北科大做

法擔任師資培育

課程實習指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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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初任)每學期得抵減四鐘點

時數；初任教職且未具教師

證書之新進助理教授任職第

一年間，每學期得抵減六鐘

點時數。 

(三) 擔任師資培育課程實習指導

教師之實習指導鐘點以四鐘

點時數為限。 

一年間，該學年得抵減六鐘點

時數。但不計入超支鐘點。 

 

師之實習指導鐘

點以4 小時為

限，且不計入超

支鐘點。 

十、專任(案)教師主持下列計畫者，

經專簽核准其授課時數得以抵

算，每計畫案於計畫執行之當

學年得抵一鐘點（兩人以上共

同主持者，依相對貢獻分配比

例分配之）。每計畫案（獎

項）以申請一次為限，若已計

入研發處相關產學獎勵則不得

重複抵算。本項減授每學期核

計至多四鐘點，但不計入超

支。 

(一)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

畫、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

獎、執行國家型重大研究

計畫；科技部「多年期」

研究計畫按期數抵免。 

(二)主持一般型產學合作計畫且

每計畫總金額超過壹佰萬

元者。 

(三)專案教師抵減辦法另訂之。 

十、專任(案)教師主持下列計畫

者，經專簽核准其授課時數得

以抵算，每計畫案於計畫執行

之當學年得抵一鐘點（兩人以

上共同主持者，依相對貢獻分

配比例分配之），但不計入超

支鐘點。每計畫案（獎項）以

申請一次為限，若已計入研發

處相關產學獎勵則不得重複抵

算。本項減授每學期核計至多

四鐘點。 

(一)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獲得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執行國家型

重大研究計畫；科技部「多年

期」研究計畫按期數抵免。  

(二)主持一般型產學合作計畫且

每計畫總金額超過壹佰萬元者。 

 

 

一、調整文字順序。 

二、新增專案教師抵

減之規定。 

 

十一、兼任非編制內行政職務，經專

案簽准每學期最高減授四鐘點。

如配合學校發展之委員會等組

織執行長及特殊任務小組等得

簽請每學期減授二鐘點；各學院

特別助理及配合校級大型計畫

 一、原要點第三點順

移至此，並規定

此項減授鐘點，

不計入超支鐘

點。 

二、所有減授最高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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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之執行，得經簽准酌量減少授課

時數，最高每學期核減四鐘點，

但不計入超支。 

若同時符合兼任行政職務及本

項減授者，最高核減四鐘點。 

減四鐘點。 

十二、專任(案)教師超鐘點費核算方

式，以學年授課時數合併計

算，每學年於第二學期加退選

截止後一次核算；如只有單一

學期授課者，鐘點只計該學

期，且超支鐘點最高核計三鐘

點，但如符合第八點第二款加

發超支二鐘點相關規定者，則

超支鐘點最高核計四鐘點；兼

任教師鐘點費，按學期計每學

期核給十八週。另加退選後開

課者不成，專任教師應依實際

上課鐘點時數核報；兼任教師

得依課程鐘點時數核報，均核

發至實際上課結束之鐘點。 

十一、專任(案)教師超鐘點費核算

方式，以學年授課時數合併

計算，每學年於第二學期加

退選截止後一次核算；如只

有單一學期授課者，鐘點只

計該學期，且超支鐘點最高

核計三鐘點，但如符合第八

點第二款加發超支二鐘點相

關規定者，則超支鐘點最高

核計四鐘點；兼任教師鐘點

費，按學期計每學期核給十

八週。另加退選後開課者不

成，專任教師應依實際上課

鐘點時數核報；兼任教師得

依課程鐘點時數核報，均核

發至實際上課結束之鐘點。 

點次變更。 

十三、學年合計授課鐘點不足者得

以當學年度暑修開課鐘點補

足，補足之鐘點不發給鐘點

費。暑修開課應依本校暑期開

班授課辦理要點規定。 

十二、學年平均授課鐘點不足者得

以當學年度暑修開課鐘點補

足，補足之鐘點不發給鐘點

費。暑修開課應依本校暑期

開班授課辦理要點規定。 

一、點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十四、授課鐘點費之核計及申報，請

各系所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

後，將該學期教師授課鐘點清

冊，經系(所)、院主管核章後，

送課程及教學組彙辦，簽請校

長核定後，再送總務處出納組

按月核發。 

十三、授課鐘點費之核計及申報，

請各系所於每學期加退選結

束後，將該學期教師授課鐘

點清冊，經系(所)、院主管

核章後，送課程及教學組彙

辦，簽請校長核定後，再送

總務處出納組按月核發。 

點次變更。 

十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十四、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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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授課鐘點計算要點(修正後全文) 

一、本要點係依據教育部、本校各項章則有關規定及各項會議有關決議事項暨依本校實際教

學、研究及服務之需要而訂定。 

二、教授每學學年授課十六鐘點、副教授及助理教授十八鐘點、講師二十鐘點。 

專任(案)教師依本要點規定抵減授課時數者，每週授課時數仍不得低於3小時，且授課時

數超過每週最低授課時數之鐘點，方核發超支鐘點。 

三、兼任本校組織規程所列各級行政單位主管、各學院院長、系所主管及依第九條第一項所

設中心主任，每學期授課時數核減四鐘點；但兼任系所副主管或兼任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八條及第九條第二項所設中心主任者，核減二鐘點。若同時兼任多項行政職務者，最高

核減四鐘點。 

四、(刪除) 

五、修課人數與授課鐘點計算原則如下： 

(一) 大學部課程修課學生人數達五十六至六十五人，原鐘點數乘一點一；六十六至七十

五人乘一點二；七十六至八十五人乘一點三；八十六至九十五人乘一點四；九十六

至一○五人乘一點五；一○六至一一五人乘一點六；一一六至一二五人乘一點七；

一二六至一三五人乘一點八；一三六至一四五人乘一點九；一百四十六人以上乘

二。 

研究所（含碩、博士班，不含在職專班）修課學生人數達三十六至四十五人，原鐘

點數乘一點一；四十六至五十五人乘一點二；五十六至六十五人乘一點三；六十六

至七十五人乘一點四；七十六至八十五人乘一點五；八十六至九十五人乘一點六；

九十六至一○五人乘一點七；一○六至一一五人乘一點八；一一六至一二五人乘一點

九；一二六人以上乘二。 

(二) 實務專題及分組課程，不採上述方式計算，另依本要點第六點規定辦理。 

六、凡課程需分組上課或分段分 (合) 授，經簽准後，以教師實際授課時數計算： 

(一) 工程學院、管理學院、人文科學學院實務專題分組、鐘點計算原則： 

1.分組人數：每組以學生四人為原則，但指導教師可根據需要調整之。 

2.鐘點計算方法：以各教師指導學生數四人換算一鐘點；可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

一位，但最後所得之鐘點數不可高於學生分組數，且最高鐘點數每學期以四鐘點

為限。若課程規劃無分組者，則以每名學生0.25鐘點計算，且最高鐘點數以每學期

四鐘點為限。 

3.若某教師所指導之實務專題組數為X,合計學生人數為Y人,則在本項課程之鐘點H

為:H=MIN｛X,RND(Y/4),4｝式中MIN表「取最小值」,RND表「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

第一位」。 

(二) 設計學院實務專題分組、鐘點計算原則： 

1. 各系因特別需要，經簽准之科目可於必要時在一～三年級分兩組，四年級分三組

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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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組教學之課程，其時數乘以組數，攤算予參與教學教師。 

3. 每班開課鐘點仍以五十二小時以內為原則。 

(三) 因課程所需，全程需由二位以上教師同時授課者，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課程及教學

組備查，其授課鐘點得乘一點五倍，如修課人數達本要點第五點之人數級距，得再

加計大班所增加之鐘點。 

(四) 專題見習課程，則以每名學生 0.1鐘點計算，且最高鐘點數每學期以二鐘點為限。 

七、實(習)驗課程，原則上以一學分，開課二或三小時為原則；若安排有助教或研究生協助教

學者，其鐘點以開課時數折半核計；若無法安排助教或研究生協助教學者，其鐘點以一

學分兩小時核計。全學期產業實務實習每輔導一名學生以零點三鐘點計算，依實際實習

週數核發；暑期實習每輔導一位學生以零點二鐘點計算，鐘點併入下學年度的鐘點。 

八、授課時數之計算，以一學年之授課時數合併計算為原則： 

(一)各專任(案)教師於正規學制（不含專班）之授課超支鐘點費，每學年最高核給四鐘

點。 

(二)各專任(案)教師得因開設英語授課、校務推動專簽課程，每學年得再加發超支二鐘

點。 

(三)各專任(案)教師正規學制之四年制特殊專班（如產學專班、進修學制），鐘點採單獨

計算，每學年不得超過十二鐘點，假日及夜間授課，採計夜間鐘點費。 

(四)兼任教師每學期授課以二至六鐘點為原則，如遇特殊情形得專案簽准，惟每學期至

多不得超過八鐘點。 

(五)在職專班之授課時數依照本校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教務處理要點規定。 

九、專任(案)教師每學期應達三鐘點，無論是否超支鐘點，均應優先滿足系所教學需求；核減

授課時數規定如下，但不計入超支。 

(一) 指導一個二年級以上之碩士或博士生每學期得抵算零點五鐘點。 

(二) 為鼓勵新進教師積極投入教研工作，任職第一年間(國內初任)每學期得抵減四鐘點

時數；初任教職且未具教師證書之新進助理教授任職第一年間，每學期得抵減六鐘

點時數。 

(三) 擔任師資培育課程實習指導教師之實習指導鐘點以四鐘點時數為限。 

十、專任(案)教師主持下列計畫者，經專簽核准其授課時數得以抵算，每計畫案於計畫執行之

當學年得抵一鐘點（兩人以上共同主持者，依相對貢獻分配比例分配之）。每計畫案（獎

項）以申請一次為限，若已計入研發處相關產學獎勵則不得重複抵算。本項減授每學期核

計至多四鐘點，但不計入超支。 

(一)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執

行國家型重大研究計畫；科技部「多年期」研究計畫按期數抵免。 

(二)主持一般型產學合作計畫且每計畫總金額超過壹佰萬元者。 

(三)專案教師抵減辦法另訂之。 

十一、兼任非編制內行政職務，經專案簽准每學期最高減授四鐘點。如配合學校發展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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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等組織執行長及特殊任務小組等得簽請每學期減授二鐘點；各學院特別助理及配合

校級大型計畫之執行，得經簽准酌量減少授課時數，最高每學期核減四鐘點，但不計

入超支。 

若同時符合兼任行政職務及本項減授者，最高核減四鐘點。 

十二、專任(案)教師超鐘點費核算方式，以學年授課時數合併計算，每學年於第二學期加退選

截止後一次核算；如只有單一學期授課者，鐘點只計該學期，且超支鐘點最高核計三

鐘點，但如符合第八點第二款加發超支二鐘點相關規定者，則超支鐘點最高核計四鐘

點；兼任教師鐘點費，按學期計每學期核給十八週。另加退選後開課者不成，專任教

師應依實際上課鐘點時數核報；兼任教師得依課程鐘點時數核報，均核發至實際上課

結束之鐘點。 

十三、學年合計授課鐘點不足者得以當學年度暑修開課鐘點補足，補足之鐘點不發給鐘點費。

暑修開課應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辦理要點規定。 

十四、授課鐘點費之核計及申報，請各系所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後，將該學期教師授課鐘點

清冊，經系(所)、院主管核章後，送課程及教學組彙辦，簽請校長核定後，再送總務處

出納組按月核發。 

十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46 

附件 8–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際管理學位學程 英文抵修要點草案 

一、 宗旨：因應國家推動全英授課，提升學生英語能力，以達到英語作為主要語言，學習

學科課程之目的，特訂定本抵修要點。 

二、 申請條件：凡國際管理學位學程111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生，通過CEFR 語言能

力參考指標 B2 (含聽說讀寫)且具證明者，才可申請抵免大一必修英文溝通實務

(一)(二)各1學分，共計基礎課程2學分。 

三、 大二(含)以上必修英文課程之抵修，比照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英文抵修要點，由語言中

心辦理。 

四、 英語測驗與CEFR等級參照表如下: 

 

五、 特殊身分者如僑生、外籍生之英文程度(需檢附相關身分證明)得由系主任認定。 

六、 申請抵修鑑定時間及方式：依每學期語言中心公告之鑑定時間及程序辦理。  

七、 本要點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教務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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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英文抵修要點」(111至 112學年度適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申請條件：凡本校學生，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

申請抵修大一必修英文

課程二學分、大二必修英

文課程四學分及大三必

修英文課程二學分；二技

學生得抵修大三必修英

文二學分。 

(一)參加技職體系入學考試英

文成績達全國前百分之

二或近五年曾在以英語

為母語之國家正式就讀

一年以上，且經過複審

者。 

(二)大學部學生通過等同全民

英檢中級以上程度者，得

免修大一英文。 

(三)大學部學生通過等同全民

英檢中高級初試(多益六

百七十分)以上程度者，得

免修大一至大三英文；二

技生得免修大三英文。 

另各系所（含學位學程）得自

訂高於校訂英語抵修標準，並

送教務處及語言中心備查。 

二、申請條件：凡本校非應用

外語系之學生，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抵修

大一必修英文課程二學

分、大二必修英文課程四

學分及大三必修英文課

程二學分；二技學生得抵

修大三必修英文二學分。 

(一)參加技職體系入學考試

英文成績達全國前百分

之二或近五年曾在以英

語為母語之國家正式就

讀一年以上，且經過複審

者。 

(二)大學部學生通過等同全

民英檢中級以上程度者，

得免修大一英文。 

(三)大學部學生通過等同全

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多益

六百七十分 )以上程度

者，得免修大一至大三英

文；二技生得免修大三英

文。 

 

一、對於國管學程未達到英

文聽、說、讀、寫 B2能

力學生，予以集中加強

訓練，以利修習 EMI課

程，達成管院執行雙語

計畫目標，故自訂該系

抵免要點。 

二、為因應各系得自訂抵免

標準增刪文字以符合

現狀。 

三、擬修正之要點適用於

111-112 學年度入學之

學生。 

 

三、申請時間：依每學期公告

之鑑定時間辦理。 

三、申請時間：於每學年第一

學期內，依當學期公告之

鑑定時間辦理。 

 

無 八、應用外語系學生請參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應

用外語系英文抵修辦

法」。 

刪除本點，各系得自訂高

於校訂標準，已列於第二

點。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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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正時亦同。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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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英文抵修要點(修正後全文)(111-112學年度適用) 

一、 為提昇本校學生英語能力，並因應學生程度差異，以達到因材施教適性發展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條件：凡本校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抵修大一必修英文課程二學分、大二必修英

文課程四學分及大三必修英文課程二學分；二技學生得抵修大三必修英文二學分。 

(一) 參加技職體系入學考試英文成績達全國前百分之二或近五年曾在以英語為母語

之國家正式就讀一年以上，且經過複審者。 

(二) 大學部學生通過等同全民英檢中級以上程度者，得免修大一英文。 

(三) 大學部學生通過等同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多益六百七十分)以上程度者，得免修

大一至大三英文；二技生得免修大三英文。 

另各系所（含學位學程）得自訂高於校訂英語抵修標準，並送教務處及語言中

心備查。 

三、 申請時間：依每學期公告之鑑定時間辦理。 

四、 申請方式：符合條件者，於開學第一週備報名表及證明文件向語言中心申請。 

五、 鑑定科目及抵免學分數方式： 

(一) 初審：語言中心依申請資料審查，符合申請條件者得以抵免學分或參加複審。 

(二) 複審：由應用外語系/語言中心教師組成鑑定小組。 

1. 鑑定科目：英文口試。 

2. 可抵修學分：經鑑定合格者，得選擇申請大一英文課程二學分、大二英文課程四

學分及大三英文課程二學分；二技生可抵修大三英文課程二學分。 

3. 通過鑑定者，可登記修習「英語菁英學程」課程。 

六、 考試地點：人科一館語言中心專業教室。 

(一) 試場分配將於考前一日公佈在本校語言中心網頁公告欄。 

(二) 參加鑑定考試者憑學生證入場考試。 

七、 鑑定合格者，須經應用外語系及任課老師同意後，得以加選應用外語系必修課程。 

八、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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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英文抵修要點」(113學年度起適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申請條件：凡本校學生，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抵修大

一必修英文課程二學分、大二

必修英文課程四學分及大三必

修英文課程二學分；二技學生

得抵修大三必修英文二學分。 

(一)參加技職體系入學考試英文成

績達全國前百分之二或近五年

曾在以英語為母語之國家正式

就讀一年以上，且經過複審者。 

(二)大學部學生通過等同於多益測

驗之口說測驗 120 分或寫作測

驗 120 分以上程度者，得免修

大一英文。 

(三)大學部學生通過等同於多益測

驗之口說測驗 140 分或寫作測

驗 135 分以上程度者，得免修

大一至大三英文；二技生得免

修大三英文。 

(四)只有聽力與閱讀成績之任何英

檢測驗，不可申請抵免英文必

修課程。 

另各系所（含學位學程）得自訂高於

校訂英語抵修標準，並送教務處及

語言中心備查。 

二、申請條件：凡本校非應用外

語系之學生，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者，得申請抵修大一必

修英文課程二學分、大二必

修英文課程四學分及大三

必修英文課程二學分；二技

學生得抵修大三必修英文

二學分。 

(一)參加技職體系入學考試英文

成績達全國前百分之二或

近五年曾在以英語為母語

之國家正式就讀一年以上，

且經過複審者。 

(二)大學部學生通過等同於多益

測驗之口說測驗 120 分或

寫作測驗 120 分以上程度

者，得免修大一英文。 

(三)大學部學生通過等同於多益

測驗之口說測驗 140 分或

寫作測驗 135 分以上程度

者，得免修大一至大三英

文；二技生得免修大三英

文。 

(四)只有聽力與閱讀成績之任何

英檢測驗，不可申請抵免英

文必修課程。 

 

一、對於國管學程

未 達 到 英 文

聽、說、讀、寫

B2 能力學生，

予以集中加強

訓練，以利修

習 EMI 課程，

達成管院執行

雙 語 計 畫 目

標，故自訂該

系抵免要點。 

二、為因應各系得

自訂抵免標準

增刪文字以符

合現狀。 

三、擬修正之要點

適用於 113 學

年度起入學之

學生。 

 

五、鑑定科目及抵免學分數方式： 

(一) 初審：語言中心依申請資料審

查，符合申請條件者得以抵免

學分或參加複審。 

(二) 複審：由應用外語系/語言中心

教師組成鑑定小組。 

1. 鑑定科目：英文口試及寫作。 

五、鑑定科目及抵免學分數方

式： 

(一) 初審：語言中心依申請資料

審查，符合申請條件者得以

抵免學分或參加複審。 

(二) 複審：由應用外語系/語言

中心教師組成鑑定小組。 

因應 113學年度已

改為口說及寫作抵

免英文課程，故複

審科目改為英文口

試及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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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 可抵修學分：經鑑定合格者，得選

擇申請大一英文課程二學分、大二

英文課程四學分及大三英文課程

二學分；二技生可抵修大三英文課

程二學分。 

3. 通過鑑定者，可登記修習「英語菁

英學程」課程。 

 

1. 鑑定科目：英文口試。 

2. 可抵修學分：經鑑定合格者，

得選擇申請大一英文課程二

學分、大二英文課程四學分

及大三英文課程二學分；二

技生可抵修大三英文課程二

學分。 

3. 通過鑑定者，可登記修習「英

語菁英學程」課程。 

無 八、應用外語系學生請參照「國

立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

系英文抵修辦法」。 

刪除本點，各系得

自訂高於校訂標

準，已列於第二

點。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九點改為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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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英文抵修要點(修正後全文)(113學年度起適用) 

一、 為提昇本校學生英語能力，並因應學生程度差異，以達到因材施教適性發展之目

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條件：凡本校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抵修大一必修英文課程二學

分、大二必修英文課程四學分及大三必修英文課程二學分；二技學生得抵修大三必

修英文二學分。 

(一) 參加技職體系入學考試英文成績達全國前百分之二或近五年曾在以英語為母語

之國家正式就讀一年以上，且經過複審者。 

(二) 大學部學生通過等同於多益測驗之口說測驗 120 分或寫作測驗 120分以上程度

者，得免修大一英文。 

(三) 大學部學生通過等同於多益測驗之口說測驗 140 分或寫作測驗 135分以上程度

者，得免修大一至大三英文；二技生得免修大三英文。 

(四) 只有聽力與閱讀成績之任何英檢測驗，不可申請抵免英文必修課程。 

另各系所（含學位學程）得自訂高於校訂英語抵修標準，並送教務處及語言中心備

查。 

三、 申請時間：依每學期公告之鑑定時間辦理。 

四、 申請方式：符合條件者，於開學第一週備報名表及證明文件向語言中心申請。 

五、 鑑定科目及抵免學分數方式： 

(一) 初審：語言中心依申請資料審查，符合申請條件者得以抵免學分或參加複

審。 

(二) 複審：由應用外語系/語言中心教師組成鑑定小組。 

1. 鑑定科目：英文口試及寫作。 

2. 可抵修學分：經鑑定合格者，得選擇申請大一英文課程二學分、大二英文課程四

學分及大三英文課程二學分；二技生可抵修大三英文課程二學分。 

3. 通過鑑定者，可登記修習「英語菁英學程」課程。 

六、 考試地點：人科一館語言中心專業教室。 

(一) 試場分配將於考前一日公佈在本校語言中心網頁公告欄。 

(二) 參加鑑定考試者憑學生證入場考試。 

七、 鑑定合格者，須經應用外語系及任課老師同意後，得以加選應用外語系必修課程。 

八、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