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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 64 次臨時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99 年 06 月 04 日(星期五)上午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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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4.09)決議執行情形：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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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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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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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漢學所王晴薇老師授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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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漢學所王晴薇老師授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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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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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所王晴薇老師授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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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所王晴薇老師授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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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務章則」修訂案－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校外表現傑出學生獎勵要點、教學

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校際選課實施要點、暑期開班授課辦理要點、選課要點 
決議執行情形---照案通過。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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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執行情形---照案通過並以要點內乙案為主。 
五、修訂本校「鼓勵開設網路教學課程實施要點」。 

決議執行情形---照案通過。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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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執行情形---照案通過。 

七、廢除「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進修英語施行細則」。 

決議執行情形---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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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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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執行情形---將另行召開臨時教務會議再作討論。 
貳、各組工作報告 
    一、註冊組 

(一)註冊人數：98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人數大學部 5956 人（四技 5347 人、二技 529 人、

二技在 4 人、四技專班 76 人）、碩士班 1823 人、碩在職專班 836 人、博士班 519 人、

碩士專班 2 人、產碩專 7 人，合計 9143 人。 

(二) 輔系、雙主修、學分抵免申請：本學期計有輔系 5 人、雙主修 0 人、抵免學分 29

人通過申請。 

(三) 轉系申請：98 學度轉系申請共計 23 人提出，各系已完成初審，將於 6 月 4 日經教

務會議決議後公告。 

(四) 畢業資格審查：98學度第2學期畢業資格已完成初審，預計畢業人數大學部計有1,307

人（二年制295人、二在職1人、四年制1011人）、碩士班999人（碩士班702人、碩

在職專班296人、碩專1人）、博士班40人。 

(五) 99年度校外傑出表現申請：於5月3日至5月11日止受理校外傑出表現申請，計有152

件提出申請，本年度預算為70萬元整，預計6月11日召開審查會議。 

 

二、課教組： 

(一) 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事項說明： 

1.網路教學課程：98 學年度第 2 學期補追認 3 門課，99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計 7 門課，

預定於加退選後提報教育部備查。 

2.99 學年度各學制課程流程圖共計 66 個系所、1 個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1 個越南(2+2)

專班及 2 個新紀元(2+2)雙聯學制。 

   3.99 學年度第 1 學期跨院系所學程修訂：「英語菁英學程」更名並修訂施行細則；「國

際休閒旅遊產業學程」修訂課程學分組合。 

(二)學位考試：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位考試申請已於 5 月 14 日截止，共計 1022 名研究生

申請學位考試，舉行學位考試期限或撤銷申請至 99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截止。 

(三) 舊生預選：舊生預選自 99.6.11（五）~17（四）止，99 學年度第 1 學期預訂開課課

程已公告於網路上「課程時間表查詢」，同學可經由本校課程查詢系統上網查詢，俾

便辦理選課手續。若逾期仍未依本校選課規定進行本學期「選課確認」者，將喪失

預選權利，待加退選時方得選課。 

(四) 校外實習課程：98 學年度暑期課程共計有文資系及應外系 2 系所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學分組合為 0-4-2），將於 6 月 1 日至 3 日進行網路選課，請多鼓勵學生選課，校

外實習課程是否收費仍在研議中。 

(五) 期中考預警：已於 99.5.17 函送預警名單，全校成績預警學生共計 49 人，預警人數

http://webapp.yuntech.edu.tw/WebCAS/Course/QueryCou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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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降低。 

(六) 畢業班期末教學意見問卷調查：已於 99.5.17 發文通知各系所轉知畢業生，於辦理畢

業離校手續時，必須完成本學期所修課程之教學意見問卷調查，本組已同時發送電

子函件予全校畢業生，預計自 5 月 25 日起至 99 年 7 月 31 日止開放填答。預計畢業

之研究生本學期未選課者，畢業離校系統將於「教學意見問卷填寫欄」自動出現「已

完成」註記。 

(七)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將於 99.6.6-99.6.30 實施，近期將發文通知各系所轉知所屬在校

生，於期限內完成問卷填寫。 

(八) 博士班招生考試：99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已於 5 月 22 日圓滿完成。 
(九) 行事曆：99 學年度行事曆已依據教育部復函修正 100 年春節假期結束日期為 100 年

2 月 4 日後重新報部通過，99 學年度第 1 學期上課開始日為 99 年 9 月 13 日（一）。 

(十) 暑修：98學年度暑期開班授課計畫書已於99.5.27日發送各系所單位公告，將於6月1

日至3日進行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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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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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版校刊： 
今 (99) 年出刊至第 9 卷。第 9 卷第 1 期擬翻譯出刊之內容已簽陳中，預計 6 月初完

成翻譯，再對譯後文章進行編輯及印刷事宜。 
 

四、綜合業務組： 

(一) 四技申請入學：99 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已於 5 月 28 日報到完畢，本次招生預計招

收 249 人，實際報到 204 人，報到率 81.93%，本次招生計有 2 位學生學測總級數達

65 級分以上(66 及 65 級分)，各系報到情形如附件 1(A-1)。 

(二) 碩士班招生：99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已於 5 月 25 日至 5 月 27 日完成正取生網

路報到作業，本次共報到 810 人，未報到人數 203 人，報到資料詳見附件 2 (A-2)；

第 1 梯次遞備名單已通知於 6 月 9-10 日辦理網路報到，本次共計通知 219 人(含甄試

生缺額流用)，請各系加強聯繫。 
(三) 博士班招生：99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共計 157 人合於報考資格，筆試有 18

人缺考，到考人數 139 人。 
(四)總量管制： 

(1) 教育部來函，專案同意本校商管專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申請 100 學年度停招案。 

http://admin.yuntech.edu.tw/%7Eaae/aa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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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教育部 101 學年度公立學校系所停招審查會議決議，爾後學校評估停招作

業，宜先行檢視該系是否已不具區域及性質特殊性，且確實報名人數低於招生

人數並仍有其他國立學校或本校其他管道可替代等。 

(3) 本校 100 學年度非管制項目申請更名案業經 99 年 5 月 19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本案將俟教育部來文後再備文報部。 
 

更名前 更名後(系/組) 備註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電機工程組 學籍分組 

通訊工程研究所 通訊工程組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電子與光電工程研

究所碩士班 
晶片與電通組 學籍分組 

光電工程研究所 微電子與光電工程組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

程系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

程系碩士班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組 學籍分組 

防災與環境資源工

程研究所 
防災與環境資源工程組 

營建工程系碩士班 營建工程系碩士班 營建工程組 學籍分組 

營建與物業管理研

究所 

營建與物業管理組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系 室內設計組 大學部學籍分

組 建築組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碩士班 

建築系碩士班  碩士班未學籍

分組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財金系蕭秋銘老師授課「個人理財規劃」提出四企管二張正萱同學更正學期成

績案如附件，請   討論？（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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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彥行老師代為說明) 
決  議：財金系蕭秋銘老師授課「個人理財規劃」提出四企管二張正萱同學更正學期成

績，經與會 24 人投票，24 票同意，通過成績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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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審議特殊管道入學學生文資系一年級陳怡君同學等申請轉系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本學年特殊管道入學學生申請轉系者計有下列 5 名： 

姓名 原系級 轉入系級 附繳資料 成績 特殊管道 

陳怡君 文化資產維護系 

四年制一年級 

創意生活設計系 

四年制二年級 

█學期成績單、 

□原系導師書面函、 

█學生書面報告 

█輔導中心性向測

驗結果書 

■其他  老師推薦

函 

學生作

品集 

學業成績 73.24 

操行成績 82 

 

申請入學 

林詠珊 工程科技菁英系 

四年制一年級 

創意生活設計系 

四年制二年級 

█學期成績單、 

□原系導師書面函、 

█學生書面報告 

□輔導中心性向測

驗結果書 

█其他    作品集   

學業成績 70.96 

操行成績 85 

 

申請入學 

姜漢辰 建築與室內設計

系 

四年制二年級 

文化資產維護系 

四年制二年級 

█學期成績單、 

█原系導師書面函、 

█學生書面報告 

█輔導中心性向測

驗結果書 

□其他        

學業成績

73.5、61.65、

85 

操行成績

72.6、83.4、85 

 

推薦甄選 

張玳瑄 電機工程系 

四年制二年級 

建築與室內設計

系 

四年制二年級 

█學期成績單、 

□原系導師書面函、 

□學生書面報告 

□輔導中心性向測

驗結果書 

□其他___作品集__  

學業成績

86.43、77.05、

65.32 

操行成績 87、

85.95、84.85 

 

申請入學 

徐歆婷 國際專案管理學

位學程一年級 

數位媒體設計系 

四年制二年級 

 

█學期成績單、 

■原系導師書面函、 

■學生書面報告&作

品集 

□輔導中心性向測

驗結果書 

□其他           

學業成績 79.81 

操行成績 85 

高職繁星 

 

依簡章規定：入學後不得申請轉系(科)組，惟情況特殊經各校審查通過者，不在此限。 

2..依本校轉系申請要點四、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轉系︰ 
(一)……. 
(二)……. 
(三)各多元入學之招生法令中規定不得轉系者。惟情況特殊提經教務會議通過者不在

此限。 
3.上述五名同學申請案業經轉入系初審通過，提請本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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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研討各組業務相關之教務章則增修訂草案如附件（B-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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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提出之修訂案計有： 

1. 學則（B-5） 
2. 授課鐘點計算要點（B-6） 

決  議：修訂如附件 B-5~6。 

案由四：審議「通識教育中心課程整併規劃案」如附件，提請  核備。（B-7）(提案單

位：通識中心) 
說  明： 

1.依據 99.04.07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及共同科教育委員會及 5.11 第 37 次校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2.通識中心所開設之課程將以核心通識與深化通識(16 學分)為主(如附件)，預計於

100 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開始實施。 

決  議：同意備查。  

案由五：為因應國際化招收外籍博士生，同樣科目必修課可同時開2門課，不受教務章則

限制。(提案單位：企業管理系)  
說  明： 

1.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課程訂定要點第三點….「在同一學年內，需重複開課者，需

依上學期選課超額學生為次學期開課之參考依據」。為因應外籍生的加入，致使

課程需要開設英文授課，但為顧及本國學生的權益，建議招收外籍博士生時，所

開設必修課英語課程得不受該要點之限制。 

2.依據 99.5.26 國際化推動委員 98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決議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企管所建議案不宜通案處理，同意請企管所以個案方式專簽請校長核定。  

案由六：本校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提請 討論。(提案單

位:師資培育中心)（B-8~21）   

說  明： 

1.依教育部 96 年 5 月 3 日台中（二）字第 0960064168C 號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

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實施要點及教育部 99 年 5 月 21 日台中（二）字第 0990087242

號函辦理。 

2.目前規劃已通過教務會議之專門課程各任教學科別科目及學分計 23 科，一覽表如

下(附件二)(B-8) 

3.經 98 年 5 月 25 日任教專門科目學分規劃增訂會議、98 年 9 月 14 日 98 學年度第 5

次中心會議及 98 年 6 月 1 日 98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增訂。 

4.目前規劃新增以下 13 科專門課程，各任教學科別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如下(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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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類科-「國文科」、「資訊科技概論科」、「環境藝術科」、「藝術生活科」、「美術

科」等 5 科。 

職業類科-電機電子群：「電子科」、「電機科」等 2 科。 

設  計  群：「金屬工藝科」、「室內空間設計科」、「美工科」、「室內設計科」等 4

科。 

藝  術  群：「美術科」、「多媒體動畫科」等2科。 

    決  議：同意核備，並請師培中心函文至教育部前先請相關系所再次確認。  
肆、主席結論 

1.歷年成績逾期未繳交者，感謝各位主任的協助，俟後成績逾期仍未繳交者，依教師繳

交成績作業要點規定，任課教師需親自到場說明，不得以書面替代。 
    2.教學評量若有多位教師共同授課，未來將設計每位共同授課教師亦要接受教學評量。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