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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 63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99 年 04 月 09 日(星期五)中午 12：10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大會議室 AD213  

主席：楊教務長能舒                                              記錄：陳昭滿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致詞： 

壹、上次會議(99.01.08)決議執行情形 
一、通識與科學教育中心貝立喬老師提出四國際一林姚岑同學更正學期成績案。  

決議執行情形：通識與科學教育中心貝立喬老師提出四國際一林姚岑同學「英語聽

講練習(二)」成績更正申請，經與會 33 人投票，33 票同意，通過成績更正。 
二、審議98學年度新增系所 (變更系所名稱) 擬授予中英文學位名稱案 

決議執行情形：國際專案管理學位學程英文系所名稱： 

Degree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College of Management 

擬授予英文學位名稱：B.B.A. 
  三、「教務章則」修訂案－課程訂定要點、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選課要點。 

決議執行情形---照案通過。 

四、99學年度二技停招可修抵四技課程之配套措施及必修課程異動配套措施補提案 

決議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五、99學年度創業管理碩士學位學程研究所課程流程圖案 

決議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六、補追認98學年度第1學期及審議98學年度第2學期新增之跨院系所學分學程施行細則 

決議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七、對於通過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教師予以減授鐘點之獎勵。 

決議執行情形---請資訊中心提相關會議討論。 

八、建議將「填寫教學意見調查問卷」列入畢業生離校要項 

決議執行情形---請列入畢業離校作業流程。 
貳、各組工作報告 
    一、註冊組 

(一) 學期註冊：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完成註冊人數計 9143 人，逾期未完成註冊程序者，

依學則規定退學者計 67 人，本組已於 3 月 29 日寄發退學通知。 

(二) 學分總數達二分之一不及格：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不級格學分數達總數二分之一

不及格一次者計有 105 名；累計二次遭退學者共計有 18 名。 

(三) 成績缺繳情況：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截至目前尚有 308 筆成績未完成登錄。 

(四) 97 學年第 2 學期前成績尚未送達統計如下（至 99.01.04 為最後統計）： 

    系所 授課教師 科目 更正筆數 
創設系 彭立勛 專題講座 1 
材料所 王美心 材料科技專利布局 1 
通識中心 艾廷璋 字彙與閱讀（一）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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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三郎 心靈電影與探索 1 
   逾一週更正須提教務會議計有 8 筆，資料如下 

系所 授課教師 科目 更正筆數 
漢學所 王晴薇 和學英文（一） 3 

中國語文（一） 2 
通識中心 柯萬成、陳燕錫 人倫大愛講座 1 
應外系 蘇玫碩 進階閱讀 1 

賴志超、賴惠萍 商業心理概論 1 

(五)輔系、雙主修申請：98學年度第2學期申請輔系人數計5人；雙主修無人申請。 

(六)學則報部：本校學則修訂案於 990117 雲科大教字第 0990000207 號函報部備查，經

教育部 990116 台技(四)字第 0990004254 號函指示修正部份內容詳如下表後，經本

組 990122 雲科大字 0990000540 號函，依指示修訂內容再次送部備查，業經 990127
台技(四)字第 0990013656 號函同意備查在案。 

修訂條文 原條文 

學則 

第十九條第二項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

延長修業年限；身心障礙學生修讀學士學

位，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再申請延長二

學年至多延長四學年。 

學則 

第十九條第二項 

因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 (0 至 3 足歲) 得

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二年；身心障礙學生

修讀學士學位，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

再申請延長二學年至多延長四學年。 

第五十二條   

學生修業期滿，修滿應修之必修、選修科目

學分及符合本校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辦法之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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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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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五條   

但以同等學力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之研

究生應加修大學部相關學系基礎科目與學

分，由各系 (所) 另訂之。 

第五十五條   

但以同等學力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之研

究生應加修大學部相關學系基礎科目與學

分，由各系 (所) 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

定。 

二、課教組： 

(一) 為了解各學院教室使用情形，校長將於 4 月份親自巡視，請各學院配合辦理。 

(二)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排課：99 學年度開排課時程，請各學院於 4 月 30 日(星期五)

前將會議資料送交課教組，5 月 11 日(二)召開校課程委員會。 

(三) 依第 36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必修課程 3 年內（99-101 學年度）不得異動。 

(四) 選課結果清單：3 月 9 日開放系統由學生自行上網列印選課結果清單自行留存，未

點選確認者將喪失學期末預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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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人數限制之課程，現行選課設定說明如下：預選時，有人數限制之課程採批次作

業（不是先搶先贏）批次優先順序：本班＞本系本學制高年級＞本系本學制低年級

＞本系所高年級＞本系所低年級＞外系。（加退選期間採用即時選課，開課班級想享

有優先選課權，請記得於預選時選課，以確保自身權益。） 

(六) 期初教學意見調查：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教學意見調查已函請各系轉知學生於 4

月 4 日至 4 月 17 日上網填寫。 

(七)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中考前一週退選：學生得於 4 月 12 日至 16 日期中考前一週申

請退選 1 科，退選單經核章後交由各系辦彙整交至本組，但退選後不得少於應修學

分下限且不退費，並於歷年成績單註記退選字樣。 

(八) 為配合教學卓越計畫、全校課程地圖及評鑑資料表的填報，請各系所於 99 年 10 月

完成系科本位課程發展參考手冊之編定並經三級課程委員會審核完成。 
(九) 依本校跨院系所學程設置辦法規定，為維持跨領域學程改善及退場機制，預定於 9

月份辦理跨領域學程評鑑。 

(十) 教學計畫上傳：98年度第2學期課程教學計畫表提報截至目前為止全校仍有機械系教

師1人（3科目）及資管系教師1人（3科目）未提報，本組已於99.3.24發函請系所改

善，關於每學期教學計畫提報請各系所務必協助督促各教師於學生選課前完成提

報，俾學生選課、上課參考。 

(十一)教材上網：全校各授課教師於教材上網後請至教學計畫提報系統內「教材上網資訊

欄」異動註記為「教材已上網」，以避免繼續列入教材未上網清單。 

三、出版組： 

(一) 科技學刊： 
科技學刊第 18 卷，科技類共出刊 1 期，計 7 篇論文 (本校：2 篇，外校：5 篇)，人

文社會類共出刊 1 期，計 6 篇論文 (本校：6 篇，外校：0 篇)，擬請本校各單位能廣

為宣導，鼓勵所屬踴躍投稿科技學刊。 
(二) 校刊「雲聲」： 

校刊「雲聲」電子報出刊至第 290 期，每期電子報除寄全校教職員工外，尚寄歷年

畢業校友。電子報置於http://admin.yuntech.edu.tw/~aae/aae / 歡迎參閱。 

(三) 本校概況： 
2010 年概況光碟目前已製作完成，並寄送全國各專科學校、高中及高職輔導室進行

宣導，另將光碟內容置於本校網站供各單位及各界參考。 
(四) 教師著作目錄： 
 現正進行將 2009 年本校「教師著作目錄系統」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專書篇章，

匯入教育部「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中。 

(五)科技學刊編審作業準則修訂已於 98學年度第 1次(第 33次)編審委員會決議通過送本

會核備，修訂條文如附件。 

四、綜合業務組： 

(一) 四技申請入學：99 學年度高中生四技申請入學己於 3 月 29 日報名截止，報名人數

共計 957 人，報名合格人數共計 931 人。有面試系所之面試時間為 4 月 10 日(週六)

【含創意生活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系、數位媒體設計系、應用外語系、文化資產

維護系】。 

http://admin.yuntech.edu.tw/%7Eaae/aa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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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技技優：99 學年度四技技優保送已於 3 月 15 日放榜，本校共計錄取 59 人，並於

3 月 22 日-24 辦理現場報到，共計 53 人完成報到。 
(三) 碩士班招生：99 學年度碩士班合格報名人數合計 4,428 人，缺考人數合計 612 人，

實際到考人數 3,816 人，符合第 2 階段合格面試名單暨 1 階榜單預計 4 月 14 日公告

並寄發成績單，另面試時間為 4 月 24 日(六)。 
(四) 博士班招生：99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簡章已於 99 年 3 月 8 日假本校招生系統網頁公

告，並於 3 月 14 日聯合報全國版刊登招生公告。本項招生考試網路報名自 4 月 8

日起至 15 日止，筆試、口試日期：99 年 5 月 22 日(六)。 
(五) 國際學生申請入學：99 學年度第 1 梯次國際學生申請入學，已於 3 月 31 日報名截

止，共計有 34 位申請，預計放榜日期為 4 月 22 日。 

(六) 有關本校「研究所招生辦法」修訂案業經教育部函請本校於第 5 條第 5 款增列「年

資之計算」後同意核定。 

(七) 近期召開之招生委員會日期如下，請各委員預留行程。 

(1) 第 8 次招生委員會：4 月 19 日(一)中午 12 時 10 分，審議高中生四技申請入學

錄取成績標準、國際學生第 1 批錄取標準等。 

(2) 第 9 次招生委員會：4 月 30 日(五)上午 11 時 30 分，審議 99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

考試第 2 階段錄取成績標準、99 學年度博士班入學考試及 99 學年度四技申請

入學招生經費預算表暨 99 學年度轉學考招生簡章審議案。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98學年度第1學期提出成績更正案計有 

1.通識中心柯萬成與陳燕錫老師授課「人倫大愛講座」提出四文資四蔣明穎同

學更正學期成績。（A-1~5） 
2.應外系賴志超老師授課「商業心理學概論」提出四應外三貝瑞同學更正學期

成績。（A-6~9） 
3.應外系蘇玫碩老師授課「進階閱讀」提出四視傳二高永中同學更正學期成績。

（A-10~15） 
4.漢學所王晴薇同學授課「漢學英文(一)」提出漢學所碩一翁嘉君同學、李文心

同學、陳慧娟同學等3位更正學期成績。（A-16~24） 
5.漢學所王晴薇同學授課「中國語文學(一)」提出四財金專班三阮河方同學、阮

鄉璃同學等2位更正學期成績。（A-25~31） 
 以上是否予以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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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週或成績之更正與學生是否因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二分之

一退學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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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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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附上述成績更正案如附件。(任課教師到會說明) 
決  議：  

1.通識中心柯萬成與陳燕錫老師授課「人倫大愛講座」提出四文資四蔣明穎同學更

正學期成績，經與會27人投票，27票同意，通過成績更正。 
2.應外系賴志超老師授課「商業心理學概論」提出四應外三貝瑞同學更正學期成績，

經與會27人投票，27票同意，通過成績更正。 
3.應外系蘇玫碩老師授課「進階閱讀」提出四視傳二高永中同學更正學期成績，經

與會27人投票，27票同意，通過成績更正。 
4.漢學所王晴薇同學授課「漢學英文(一)」提出漢學所碩一翁嘉君同學、李文心同學、

陳慧娟同學等3位更正學期成績，經與會27人投票，27票同意，通過成績更正。 
5.漢學所王晴薇同學授課「中國語文學(一)」提出四財金專班三阮河方同學、阮鄉璃

同學等 2 位更正學期成績，經與會 27 人投票，27 票同意，通過成績更正。 
6.成績更正案需投票表決之方式請註冊組檢討是否有必要性，以維護學生之權益。 

案由二：研討各組業務相關之教務章則增修訂草案如附件（B-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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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修訂)（B-1） 
2. 校外表現傑出學生獎勵要點(修訂)（B-1） 
3.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修訂)（B-2） 
4. 校際選課實施要點(修訂)（B-2） 
5. 暑期開班授課辦理要點(修訂)（B-2） 
6. 選課要點(修訂)（B-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為處理學生學期成績作業事宜，擬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繳交成績作業要

點」如附件，提請  討論。（C-1~2） 
說  明：彙整全國各大學成績登錄處理方式計有 10 所學校。 
決  議：照案通過並以要點內乙案為主。 
 
案由四：修訂本校「鼓勵開設網路教學課程實施要點」，請   討論。(提案單位:資訊中

心)（D-1~6） 
  說  明： 

1.依據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網路教學推動委員會議案由二決議辦理。 
2.會議記錄、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要點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審議「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語言中心)（E-1~3）   

說  明： 

1.本辦法自 94 年實施至今已 3 年，目的在於符合現況及更具彈性。 

   2.聽障生及國際學生不受本辦法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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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校多益標準分數為 450 分，因 98 年 8 月 31 日起 ETS 全面改為新版多益測驗，故擬將本

校標準降為 387 分，公告後實施。 

4.本校英語能力要求為等同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並無英檢測驗對照分數，故皆

取各類英檢測驗之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CEF A1 和 CEF B1 之中間值，作為本校之標

準，新多益標準 CEF A2 為 225 分以上，CEF B1 為 550 分以上，取中間值為 387 分，等同

於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5.詳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辦法」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一)暨修正後全文(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廢除「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進修英語施行細則」如附件（F-1），請 討論。 
說  明：「進修英語」已於 98 學年正式開課，並為英文能力畢業門檻之配套輔助課程，

相關規定已列入「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辦法」。開課原則

已根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課程訂定要點」辦理，為避免混淆，無須為本門課

程特別訂定相關實施細則，故擬建議廢除本細則。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一、有關新進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基於鼓勵及協助之立場，建議任職第 1 年每學期授課

時數為 2 門課以 6 學分為主，得以不超鐘點費之方式處理。(提案人：機械系吳尚德

主任) 
決  議：將另行召開臨時教務會議再作討論。 

陸、散會：14:0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