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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章則修訂說明 

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要點 

 

十、扺免後之科目，其原有成績本校

不計入學生之學期成績，僅於成績欄

中註明「扺免」二字。若所抵免課程

於在學期間皆無開課，則該科抵免無

效。 

 

 

 

十、扺免後之科目，其原有成績本校

不計入學生之學期成績，僅於成績欄

中註明「扺免」二字。 

 

 

加強說明「於在學期

間皆無開課，則該科

抵免無效」，以杜絕

爭議。 

教務會議--不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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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章則修訂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與國外學校辦理雙聯學制辦法 

第 六 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學

制之國外學校，彙整推薦學生名單及

下列申請資料寄送本校教務處，轉交

申請修讀學系進行甄審： 

一、入學申請表一份。 

二、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

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

(以下簡稱駐外使館處)驗證之

外國學校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及

成績單(中、英文以外之語文，

應附中文或英文譯本)。經核准

入學者，於入學註冊時應繳驗學

歷證件正本。 

三、中文或英文健康證明乙份（包括

後天免疫不全症病毒有關檢

查）。 

四、留學計畫書。 

五、經駐外館處驗證具備足夠本校就

學之財力證明書。 

六、申請學系指定文件。 

七、申請費（依當年度外籍生申請入

學之收費標準辦理，核准與否均

不退還）。 

如經核准入學，應於註冊時繳驗前項

各類證應於註冊時繳驗前項各類證

件之正本並繳交健康及傷害保保險

證明，如未投保者須繳納保險費委由

本校代辦投保事宜。 

 

 

 

第 六 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學

制之國外學校，彙整推薦學生名單及

下列申請資料寄送本校教務處，轉交

申請修讀學系進行甄審： 

一、入學申請表一份。 

二、經我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

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

證之外國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及

成績單。 

三、中文或英文歷年成績單（成績單

應由國外原學校加蓋章戳或鋼

印，始具效力）。 

四、中文或英文健康證明乙份（包括

後天免疫不全症病毒有關檢

查）。 

五、留學計畫書。 

六、財力證明書（具備足夠在台就學

之財力）。 

七、申請學系指定文件。 

八、申請費（依當年度外籍生申請入

學之收費標準辦理，核准與否均

不退還）。 

如經核准入學，應於註冊時繳驗前項

各類證件之正本並繳交健康及傷害

保險證明，如未投保者須繳納保險費

委由本校代辦投保事宜。 

 

1.教育部 -外國學生

來臺就學辦法第 6條

修訂 

2.教育部 95年 10月 2

日發布「大學辦理國

外學歷採認辦法」修

訂 

 

 

 

教務會議-「在台」修

訂「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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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大一不分系學生分流處理要點 
96.10.19 第 5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延緩分流成立之大一不分系，以院為跨系學群主軸。 

二、入學第一年以修習校定共同必修科目及部分院訂專業基礎課程，大二進行選系分流

學習。 

三、大一不分系學生必須在大一下學期結束前，依其意願繳向所屬各學群提出申請並繳

交大二選系志願表。各學群於大一下學期結束後 7 月中旬前依學生志願進行分發

作業。 

四、各學群辦理學生選系分發作業時，應組成選系分發委員會，各系主任為當然委員。 

五、各學群應訂定分流辦法，辦法內應明訂委員會籌組方式、作業時程、分發依據以及

分發名額。 

六、各學群將分發結果簽請校長核定後，於每年 7 月 20 日前送教務處辦理學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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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章則修訂說明 

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授課鐘點計算要

點 

 
八、各系所教師每學期至少應教授一

門課程(不含實務專題)，且無論是否

超支鐘點，均應優先滿足系所教學需

求；每週授課時數不足者，得以論文

指導與主持國科會專題計劃或大型

產學合作案抵算之，指導一個二年級

以上之碩士或博士生得抵算 0.5 小

時，主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或大型

產學合作案每案得抵算 1 小時，抵算

之總時數與大學部實務專題合計，每

人以 3 小時為限。前述以論文指導或

執行研究計畫而折抵之授課時數，均

不計入超授鐘點時數內。 
 
 

 

 

 

各系所教師每學期至少應教授一門

課程(不含實務專題)，且無論是否超

支鐘點，均應優先滿足系所教學需

求；每週授課時數不足者，得以論文

指導與主持國科會專題計劃或大型

產學合作案抵算之，指導一個二年級

以上之碩士或博士生得抵算 0.5 小

時，主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或大型

產學合作案每案得抵算 1 小時，抵算

之總時數與大學部實務專題合計，每

人以 3 小時為限。前述以論文指導或

執行研究計畫而折抵之授課時數，均

不計入超授鐘點時數內；以論文指導

抵算者，並不得再請領論文指導費。 

 

 

 

刪除以「論文指導抵

算者，並不得再請領

論文指導費」之規

定。 
 
 
教務會議—通過修

訂 

招生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三條  本會採任務編組，於每學

年招生開始前組成學年度招生委

員，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

之，置副主任委員二人，由副校長

兼任之，置執行委員一人，由教務

長兼任之，並置委員若干人，由主

任秘書、學務長、總務長、國際事

務處處長、各學院院長、相關科、

系、所主管、會計室及資訊中心主

任等組成之。以上各委員均由主任

委員聘任之；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

員視招生項目，召集相關委員為之。 
 

 

 
第三條  本會採任務編組，於每學

年招生開始前組成學年度招生委

員，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

之，置副主任委員二人，由副校長

兼任之，置執行委員一人，由教務

長兼任之，並置委員若干人，由主

任秘書、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

院長、相關科、系、所主管、會計

室及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等組成

之。以上各委員均由主任委員聘任

之；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視招生

項目，召集相關委員為之。 
 

 

 

電子計算機中心名

稱更改為資訊中心 

因應外籍生招生事

項增列國際事務處

處長為委員 

 

 

教務會議—通過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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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章則修訂說明 

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接受外國學生申

請入學辦法 

第 2條 

凡外國學生合於各學制入學資格而

中英文程度適合就學者，檢附下列證

件申請入學： 

一、入學申請表。 

二、 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

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

(以下簡稱駐外使館處)驗證之

外國學校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及

成績單(中、英文以外之語文，

應附中文或英文譯本)。經核准

入學者，於入學註冊時應繳驗學

歷證件正本。 

三、推薦書二份。 

四、健康證明書(包括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有關檢查)。 

五、中文或英文留學計畫書。 

六、 經駐外館處驗證具備足夠本校

就學之財力證明書。 

七、各項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其他各系規定之申請資格及申請時

繳交之文件。 

前項第二款所稱外國學校，包含海外

臺灣學校及華僑學校所發者外，應依

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之規定辦理。 

第 2條 

凡外國學生合於各學制入學資格而

中英文程度適合就學者，檢附下列證

件申請入學： 

一、入學申請表。 

二、最高學歷之外國學校畢業證書

影本(中文或英文翻譯本)，及該

學程之全部 

三、成績英譯本。 

四、推薦書二份。 

五、健康證明書(包括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有關檢查)。 

六、中文或英文留學計畫書。 

七、財力證明書(具備足夠在華就學

之財力)。 

八、各項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其他各系規定之申請資格及申請時

繳交之文件。 

前項第二款所稱外國學校，包含海外

臺灣學校及華僑學校所發者外，應依

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

之規定辦理。 

一、 依教育部-外國

學生來臺就學

辦法第 6 條修

訂。 

二、 依教育部 95 年

10 月 2 日發布

「大學辦理國

外學歷採認辦

法」修訂。 

 

 

 

 

教務會議-「在台」修

訂「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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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國際事務處受理各申請人申請表件

後辦理初審及學歷採認審查，並將初

審合格者名單及相關資料，經由所屬

系所籌組甄選委員會進行複審(入學

標準至少須達其在原畢業學校各學

期各科成績及格為最低標準)，複審

通過者再由學校組成招生委員會進

行再複審，再複審通過者由本校發給

入學通知書。 

第六條 

各申請人申請表件由各系所籌組甄

選委員會負責初審(入學標準至少須

達其在原畢業學校各學期各科成績

及格為最低標準)。初審通過再由學

校組成甄選委員會進行複審，複審通

過者由本校發給就學通知書。 

一、 依國際事務處

所訂之外國學

生申請入學流

程圖修訂。 

二、 各系所希望建

議由專業的國

際事務處負責

學歷採認審查

初審。 

教務會議—通過修

訂 

 

 
科技學刊編審要點 
 
七、編審委員會之編輯委員以副校長

、教務長 (總編輯) 及各學院院

長為當然委員，總編輯得另聘本

刊相關學術領域中具有學術地位

之人士為委員，薦請校長聘任之

。編輯委員之任期為 1 年，連聘

得連任。 

 
 
 
七、編審委員會之編輯委員由總編輯

就本刊相關學術領域中具有學術

地位之人士，薦請校長聘任之。

編輯委員之任期為 1 年，連聘得

連任。 

 
 
 
加強文字說明，使文

句更為明確。 
 
教務會議—通過修

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