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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 51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96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大會議室 AD213  

主席：楊教務長能舒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陳昭滿 

主席致詞：(略) 

壹、上次會議(96.7.12)決議執行情形 

一、電子系許孟庭老師、會計系陳燕錫老師提出更正學期成績已超過規定時間案。 

決議執行情形---許孟庭老師提出二電子三林武學同學「高速印刷電路版設計」成績

更正申請案，經與會 27 人投票，27 票同意，0 票不同意；會計系陳燕錫老師提出四

電機四陳昶宏同學「人倫大愛講座」成績更正申請案，經與會 27 人投票，26 票同意，

1 票廢票，通過成績更正。 

二、「教務章則」修訂案－學則、休學申請要點、學生轉系申請要點、與國外學生辦理雙

聯學制實施辦法、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大一不分系學生分流處理要點。 
       決議執行情形---「學生轉系申請要點」請註冊組作文字修正外；「一貫修讀學、

碩士學位辦法」內容--「或於研究所就讀期間未開課者不得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不作修正；「大一不分系學生分流處理要點」暫不修訂外，其餘通過修正如所附件。 

    三、建議將碩專班「每學期不超過三分之一之修課學分上限」改為「不超過畢業學分三

分之一」案。 
    決議執行情形---通過修訂內容--「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因特殊需求得修習日間部課程，

其選課學分每學期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數三分之一或3學分為原則，並以不超過

該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一為限，學分費依在職專班收費標準辦理」。 
 四、審議96學年度技專校院與高職(含綜高)建立策略聯盟計畫補助報部案。 
     決議執行情形---通過修訂。 
 五、審議應用外語系96學年度新增必修課拆成2班上課案。 

     決議執行情形---:除研究所---研究計劃研討不拆併班外，其餘通過。 

 六、審議工管系四技三洪國凱同學辦理期中考前退選未果，導致95學年度第2學期學期

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修習學分數總數二分之一案。 

     決議執行情形---多數與會人員皆表贊同工管系四技三洪國凱同學辦理期中考前退

選案，讓學生有機會在校學習。 
參、各組工作報告 
一、註冊組： 

1. 學期成績二分之一不及格之學生通知：9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 

  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計有 117 人，達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 

累計達兩次應退學者計有 21 名。 
2. 畢業人數：95 學年度畢業生人數計四技 917人、二技 648人、二技在職 179人、碩士

672人、碩在職專班 206人、博士 36人，總計 2697人。  
3. 新生入學服務網：本校「新生入學服務網」於 8 月 5 日開放，提供各項新生入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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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新生上網登錄個人資料，無法上網之學生則另提供寄送紙本資料之服務。新生入 
學通知單已於 8 月 10 日起陸續寄發。 

4. 96 學年第 1 學期學生註冊： 
（1）新生註冊：大學部新生於 9 月 13 日、研究所 9 月 12 日、於註冊當日繳/還驗畢業

證書並分發學生證。 

（2）轉學生及研究生遞補：於 9 月 14 日、9 月 17 日親至註冊組辦理。 

（3）外籍生註冊：9 月 14 日下午 2：00 於資算中心電腦教室辦理註冊及選課事宜。 

（4）新生註冊人數：新生註冊人數預計大學部 1831 人，研究所 1456 人。 

（5）舊生註冊：於 9 月 17 日起辦理舊生註冊事宜。 

5. 輔系、雙主修：輔系 12 人通過申請、雙主修 2 人通過申請。 

6. 抵免申請：本學期計有 203 人提出抵免申請。 

7. 提前畢業：四會計四 9325025 李益誠等 2 位提出提前一學期畢業，其成績及班級排名

均符合資格。 

8. 學行優良獎：95 學年下學期符合學行優良獎核發資格者計有 359 人，共減免學雜費

1,177,000 元。 

三、課務組： 

1.  開始正式上課及選課相關作業：9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於 9 月 17 日（一）開始正式上課，

全校學生加退選作業亦已於 9 月 28 日截止，各生可依需要自行上網操作並查詢結果。

學生若因學習能力等特殊因素，得於 11 月 5～9 日申請辦理期中考前退選事宜，但以

退選 1 門為限。 

2. 教學意見調查：9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已於開學前 1 週函送各系所主管參

酌，各教師依例於 8 月 1 日即可上網查詢相關授課科目之評量結果。 

3. 碩博士論文：95 學年度碩博士論文已彙寄國家圖書館、教育資料館及政大社會科學資

料中心。 
4. 預警制度：前學期三科以上成績不及格學生名冊，已於 9 月 17 日函送各教學單位，請

各主任導師、各班導師針對學期修課表現不佳之學生名單給予適當之輔導。 

5.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位考試：本學期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14 日開放研究生上網申請學

位考試。 

6.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將於 11 月 1 日發文各系開始進行下學期開排課作業，

並訂於 12 月 19 日(三)召開校課程委員會。 

四、出版組： 
1. 科技學刊： 

一年出刊科技類 4 期、人文社會類 2 期，今年出版至第 16 卷。本年度已出刊：第 16
卷科技類第 1 期，計刊登 7 篇，校外投稿 3 篇；人文類第 1 期，計刊登 6 篇，校外投

稿 1 篇；科技類第 2 期陸續校稿中。 
2. 本校概況： 

上 (9) 月已發函各系所惠予提供 96 學年度相關書面資料，以利新 (96) 學年度「本校

概況」之彙編。目前各系所單位已陸續將概況修改資料送回，本組亦盡速將該資料予

以編緝，並送回校對，感謝各系所單位的配合，目前進行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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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刊「雲聲」： 
(1) 出刊至第 238 期，除分送全校各教職員工外，並輪流寄送各大 (技) 專院校及畢

業校友。 
(2) 自 97 年元月起校刊「雲聲」改為電子報。 

4. 英文版校刊 Newsletter of NYUST： 
一年出刊 1 卷 2 期，目前出刊至第 6 卷第 2 期。第 6 卷第 2 期擬翻譯出刊之內容已彙

整編輯完成簽核中，簽准後將陸續進行翻譯、編輯及出刊等事宜。 
5. 教師著作目錄： 

針對本 (96) 年度匯入「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及「本校教師評鑑」之實際需求，

教師著作目錄資料庫填寫欄位，於暑假期間委請資訊中心系統組作一必要之調整，並

已於 9 月 11 日完成。調整之欄位有： 
(1) 因應「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報需求： 

1)增加必填欄位：「通訊作者」、「所屬計畫案名稱」、「ISBN」等欄位調整為必填 (增
加一個「否」或「無」之選項，務請教師確認)。 

2) 受理登錄由「投稿中」提高為「已接受」。學術期刊論文需已被接受，方才受

理登錄於教師著作目錄資料庫。 
3)「研討會論文」項下多一「主辦單位」欄位。 

(2) 因應「本校教師評鑑」之需求： 
1) 於「學術期刊」項下增列註記是否為「評論論文」欄位。 
2) 於「專書」項下增列註記是否為「大學以上用書」欄位。 

五、綜合業務組： 
1. 四技申請入學： 97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內容，已依據各系擲回之校系組分

則及校系簡介內容，於 10月 11日上網填報完畢。 

2. 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97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本校

共提供 10名額。 

3. 高職菁英班：97年高職菁英班將由台科大、北科大、高應大及本校四校聯招。 

4. 繁星班：97年本校將承辦高職繁星班聯合推薦甄選委員會招生工作，預定將有 14所

學校參與聯招。 

5. 碩士班及博士班甄試：將於 10月 19日召開招生委員會制定簡章。 

6. 四技運動績優：97學年度運動績優甄審、甄試分發名額調查表，於 10月 20日前上

網填報完畢。 

7. 外國學生專班：96學年度春季班外國學生碩士專班，於 10月 15日以規定檢附專班

開班計畫書報部申請。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空設系邱基碩老師、會計系鄭昆山老師提出更正學期成績已超過規定時間，是

否予以更正？請 討論。 

說  明： 

1.依學則第二十八條：「學生各項成績經教師送交註冊組後，不得更改，但因登記

遺漏或核算錯誤，得由任課教師於一週內以書面說明理由，向各系主任提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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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務會議審查屬實，由與會人員四分之三通過後，以書面送交教務處註冊組更改

成績。超過一週者須提教務會議審議，必須由教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出席，與會

代表三分之二同意後，送教務處註冊組更改成績。」 
2. 空設系邱基碩老師提出；成績更正如附件一（A-1）。 
3. 會計系鄭昆山老師提出；成績更正如附件二（A-4）。  

決  議： 

1.空設系邱基碩老師提出二電子三林位朋同學「室內植栽」成績更正申請，經與會

36 人投票，33 票同意，2 票不同意，1 票廢票，通過成績更正。 

2.會計系鄭昆山老師提出四會計三蘇家儀同學「訴願與行政訴訟法」成績更正申

請，經與會 36 人投票，32 票同意，2 票不同意，2 票廢票，通過成績更正。 

案由二：研討各組業務相關之教務章則增修訂草案如附件（A-8），是否妥當？請討論。 
說  明： 

一、各組先行提出與業務相關之教務章則增修訂草案，經協調確定後，相關章則提

教務會議討論。 
二、本次提出之增修訂案計有： 

1. 學生抵免學分要點(修訂) （A -8） 
2. 與國外學校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修訂) (A -9） 
3. 大一不分系學生分流處理要點(新增)（A -10） 
4. 授課鐘點計算要點(修訂)（A -11） 
5. 招生委員會組織規程(修訂)（A -11） 
6. 接受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辦法(修訂)（A -12） 
7. 科技學刊編審要點(修訂) （A -13） 

    決  議：「學生抵免學分要點」不作修訂；「大一不分系學生分流處理要點」先暫且通過；

「與國外學校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與「接受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辦法」條文

內-----「在台」修訂「本校」；其餘通過修正如附件。 

   案由三：審議工設系曾誰我老師和應外系葉惠菁老師向教育部申請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提請討論。(A-14) 
    說  明：依據教育部 96.4.27 台電字第 0960057917D 函辦理，文內提及申請程序需經教

務會議審議。 

決  議：通過工設系曾誰我老師和應外系葉惠菁老師等二位老師提出申請。 
案由四：審議「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辦法(修訂)」（A -29）及「國

立雲林科技大學英文抵修辦法(修訂)」各乙份（A -30），提請  討論。(提案單

位：語言中心) 

說  明： 

1. 為因應 96學年度起正式實施。 

2. 本校訂定通過等同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即可通過英語能力要求，故建議已通過等

同全民英檢中級能力之新生，可選擇抵免大一英文課程，不需再參加抵修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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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附語言中心會議紀錄。 

決  議：通過修訂。 
案由五：擬修訂本校「培育中等學校教師各任教學科專門科目學分對照表暨施行要點」，

修訂對照表如附件一（A -33），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師培中心) 

說  明：依教育部 96年 5月 23日台中(二)字第 0960064168C令「訂定中等學校各任教

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辦理（如附

件二） 

決  議: 通過修訂。 

案由六：擬修訂本校「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規定（修正草案如附件三）」（A -36），提

請 討論。(提案單位：師培中心、應外所) 

說  明: 因 96學年度本校應外所在職專班新增設教學組，為因應各碩專班可能有類似分

組或需求，因此建議刪除「有關教育」等文字。 

決  議: 通過修訂。 
伍、主席結論：各系教師若常更改成績，兼任教師將於教師評鑑續聘時列入考量，而專任教

師也將在教師評鑑時列入參考，請各系主任轉達給各系老師知悉。 

陸、臨時動議： 無。 

柒、散會：13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