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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章則修訂 

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學則 

第五十二條修訂 

學生修業期滿，修滿應修之必

修、選修科目學分及本校英語能

力要求，且各學期操行成績、勞

作服務教育成績均及格者，准予

畢業，並依有關規定，授予學士

學位。 

學則 

第五十二條   

學生修業期滿，修滿應修之必

修及選修科目學分，且各學期

操行成績、勞作服務教育成績

均及格者，准予畢業，並依有

關規定，授予學士學位。 

第 61 次教務會議 

配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英文能力要求實施辦法」

之規定。  

第七十一條   

研究生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令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而仍未修滿應

修科目與學分者。 

二、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未通

過。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

規定，或經重考一次仍不及

格者。 

 

第七十一條   

研究生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令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而仍未修滿

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二、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未通

過或修業 5 年(含)未完成

資格考核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

考規定，或經重考一次仍

不及格者。 

四、除論文外，學期學業成績

全部零分者。 

第 61 次教務會議 

修訂第二點—課教組 

註：設計學院擬修訂所內

博士班資格考年限於 3

年內完成。 

刪除第 4 款—註冊組 

由各系所自訂修業規定的

年限 

學生轉系考審標準 

十四、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十九、資訊工程系 

學生轉系考審標準 

十四、空間設計系 

十九、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依教育部 97.09.17 台技(二)字

第 0970177781 號增設系所改

名函辦理—註冊組 

輔系審查標準 

十四、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十九、資訊工程系 

輔系審查標準 

十四、空間設計系 

十九、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依教育部 97.09.17 台技(二)字第

0970177781 號增設系所改名函

辦理—註冊組 

雙主修選讀規定 

十四、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十九、資訊工程系 

雙主修選讀規定 

十四、空間設計系 

十九、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依教育部 97.09.17 台技(二)字第

0970177781 號增設系所改名函

辦理—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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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章則修訂 

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選課要點 
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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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務會議通過，並送

課程及教學組備查始可。 

 

選課要點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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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務會議通過，

並送課程及教學組備查始可。 

1. 各系（所）承認外系選

修已系統化多年，惟研

究所多數皆未填報承

認外系學分數，遲至學

生學位考試審查時有

超修疑議，方以專簽方

式處理。 

2. 考量研究所性質，為避

免研究生外系選修屢

以專簽方式處理，認列

畢業學分範圍擬統一

由各所修業要點自行

訂定，不另註記於課程

流程圖系統。--課教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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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刪除） 

十、 

本校大學部如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同意其選修在職班之課

程，但選修學分以每學期六學

分為上限。 

1. 加修輔系、雙主修學生，

其加修科目與本系所修之

科目時間衝突者。 

2. 所選讀之科目時間衝突

者。 

3. 選讀日間部未開設之專業

選修課程者。 

 

1. 刪除第 10 點，原第 11

─17 點依序順移。 

2. 因二技在職專班已停

招，且各系大學部自 98

學年度起已無開設在

職班課程。 

3. 移除日修夜之課程系

統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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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章則修訂 

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跨院系所學程設置辦法 

第八條 

為維持整體教學品質，學程申請

通過開設後滿二年，辦理學程評

鑑，以為持續改善及退場機制之

依據。 

跨院系所學程設置辦法 

 

 

新增 

原第八-十條條號依序順移。 

--課教組 

 

第九條  

學程評鑑委員會，由教務長、研

發長、教學卓越中心主任等三人

擔任之。 

 新增 

第十條  
學程如因故須終止實施，應於

終止一學年前提具終止說明

書。學程應經校、院課程委員

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方可

終止實施。 

 新增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規定事宜，悉依

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規定事宜，悉

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依前述條文順延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依前述條文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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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章則修訂 

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 

 
三、各級課程委員會其校內組

織成員如下： 
(一) 校課程委員會由教務

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各院教師代表一名 
(須為院課程委員會委員) 、課

程及教學組組長等組成，教務

長為主任委員。 
三級課程委員會除上述校內

成員外，應另由召集人邀請校

外學者、業界專家及畢業校友

擔任，任期 1 年，得連任之。 

 

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 

 
三、各級課程委員會其校內

組織成員如下： 
(一) 校課程委員會由教務

長、各學院院長、通識與科

學教育中心主任、各院教師

代表一名 (須為院課程委員

會委員) 、課程及教學組組

長等組成，教務長為主任委

員。 
三級課程委員會除上述校內

成員外，應另由召集人提供

校外學者及業界專家 3 至 5
人，由校長勾選 1 至 3 人擔

任校外委員，任期 1 年，得

連任之。 

 
 
1.通識教育中心於 98 年

8 月 1 日起更名。 
 
2.依教學卓越 98 學年度

管控機制辦理。 
 
3.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及

學習輔導反餽機制，增加

畢業校友為校外委員，並

將原校外委員人數由 1-3
人提升為 3-5 人。-課教組 

 

各層級課程委員會召開課程

規劃會議時，應有學生代表參

與相關議案之討論，討論之課

程修正案有影響原訂學生畢

業應修學分數及學分之計算

者，應公告學生週知。 

各層級課程委員會召開課程

規劃會議時，應有學生代表

參與相關議案之討論，討論

之課程修正案有影響原訂學

生畢業應修學分數及學分之

計算者，應公告學生週知。 

 

課程訂定要點 
六、 
更改課程科目名稱、學分數或

授課學期異動之程序： 
(一) 共同必修科目：由通識教

育中心會議通過，經院、校課

程委員會審議，再提報教務會

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准後實

施。 

課程訂定要點 
六、 
更改課程科目名稱、學分數

或授課學期異動之程序： 
(一) 共同必修科目：由通識

與科學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經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再提報教務會議通過，簽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 

 
通識教育中心於 98年 8
月 1 日起更名。-課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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