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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 66 次臨時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99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11：00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大會議室 AD213  

主席：謝教務長祝欽                                                 記錄：陳昭滿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致詞： 

壹、上次會議(99.10.26)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一、休閒所楊景文老師授課「體育」提出四環安一鄧亦翔同學更正學期成績案。 

決議執行情形：休閒所楊景文老師授課「體育」提出四環安一鄧亦翔同學更正學期

成績，經與會 34 人投票，31 票同意，不同意 0 票，廢票 3 票，通過成績更正。 

二、「教務章則」修訂案－輔系審查標準、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研究生學位考試辦

法、選課要點。 

決議執行情形：照案通過。 

三、已獲得學位之科目是否同意學生申請抵免。 
決議執行情形---已獲得學位之科目同意大學部依扺免要點第3條規定四技最多抵免

70學分，二技最多抵免36學分；研究所最多可抵免畢業學分1/3(不含碩士論文)。並

授予各系審核機制。 

四、主席結論： 
1.有關合理開課數將再函文各學院系所，並請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始各學院系所超開

課數先以自主性管理方式調整 1/3，可分三學期完成調整，符合開課鐘點合理數者

可自主管理鐘點計算及最低開課學分數等。 
2.科技學刊未來審查方式以電子審查方式進行。 
3.未來共同科目將朝向會考方式辦理。 

 
貳、各組工作報告 
    一、註冊組 

(一) 99 學年第 1 學期畢業離校：99 學年第 1 學期已完成審查作業，預計可畢業學生人數

計 270 人(四技 41 人、四技專班 4 人、二技 31 人、碩士班 119 人、碩在職 50 人、

博士班 25 人)，畢業生應於 100 年 1 月 12 日至 100 年 2 月 14 日辦理離校手績及領

取畢業證書。 

(二) 99 學年第 2 學期註冊須知：99 學年第 1 學期註冊須知己於 12 月 21 日函請各單位修

訂彙整，簽核後將於 100 年 1 月初發送 e-mail 及教務資訊系統公告周知。 

(三) 99 學年第 1 學期學期成績送交：99 學年第 1 學期成績送交於 100 年 1 月 11 日至 100

年 1 月 21 日 24：00 止。 
(四) 100 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報名：已完成網路報名線上測試，正式報名

期間自 100 年 1 月 11 日上午 9 時至 100 年 1 月 18 日下午 4:30 止，一律採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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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填寫報名資料。 

 (五)  

成績缺繳統計表 〈截至 991229 成績仍未送繳〉 

系所 學期 筆數 科目  連絡情形 

企管博 98(下) ７ 策略管理專題

研討（二） 

12/28、12/29 再以電話連絡系

所；系所回覆：於 12/29 中午

前再次提醒教師 

  本組已於 12 月 20 再次書面函知企管系及機械系，並以電話持續追蹤催繳，依本校

教師繳交成績作業要點規定「逾期仍未繳交成績者，次學期開學後提教務會議討論

予以結案，任課教師需親自到場說明，不得以書面替代；惟任課教師已離職或其他

原因無法處理時，應請各系所主管負責解決，並提教務會議。」，敬請各系主管協助

處理。截至 12 月 31 日已全部繳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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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年度第 1 學期補追認 9 門課，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 

      計 9 門課；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網路教學課程預定 100 年 1 月份提報教育 

      部備查。(A-1) 

   2、99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計開授課程共 1661 門課，每週共計 3537.8 鐘點(不 

      含校共同必修、實務專題及碩士論文)。 

   3、100 學年度財金系碩士在職專班越南境外專班及財金系與越南外貿大學雙 

      聯學制(2+2)專班課程流程圖審議完成。(A-2) 

   4、機械系、應外系二技於 100 學年度停招，檢附停招後必修課修課配套措施  

      (A-4)。 

   5、因必修課程刪除異動，化材系/資工系/企管系越南專班/工管系/設計不分 

      系/數媒系/建築系等 7 系補提修課配套措施。(A-5) 

   6、建築系 96 學年度及 99 學年度四技必修課程流程圖修訂，修訂對照表如下 

      所示： 
學年 異動前 異動後 異動說明 

96 

建築結構系統(3-0-3) 建築結構系統(2-0-2) 學分組合異動 
誤植修訂 建築設備(3-0-3) 建築設備(2-0-2) 

選修學分 27學分 選修學分 21學分 
誤植修訂 

畢業學分 142學分 畢業學分 136 學分 

學年 異動前 異動後 異動說明 

99 

展演設計概論(必修) 展演設計概論(選修) 

誤植修訂 必修學分 82學分 必修學分 80學分 

畢業學分 139學分 畢業學分 137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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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全校大多數系所均已依規定提報「系科本位發展作業手冊」，僅設計學研 

      究所及化材系未提報。 

   8、99 學年度「技專校院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計畫案(包含業界專家 

      協同教學應聘履歷表、遴聘業界專家資歷評估表及授課大綱等)業經三級 

      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由人事室核發聘函。 

   9、本校課程地圖網各院系所每學期定期檢視其內容，其中，通識中心針對本 

      校通識課程地圖訂定 10 項通識核心之能力指標。(A-6) 
(二)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位考試：本學期舉行學位考試期限至 100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一）

截止。 

(三) 校外教學或校外參觀：各系所教師於安排校外教學或校外參觀時應確實落實點名並

避免影響學生當日其他課程之學習。 

(四) 99 學年度第１學期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提報：本學期申請期限自 12 月 20 日起至 1
月 31 日截止。 

(五) 課程結束日：本學期課程於 100 年 1 月 14 日結束，依規定教師須上滿 18 周。 

(六)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相關作業： 

1、本學期所有選課作業均採即時處理（即選即上）。但預選時，有人數限制課程採批

次作業（不是先搶先贏），預選結束一天後可上網查詢結果。 

2、取消人工加退選及特殊狀況處理（不得請老師簽名以人工加選），請學生務必於規

定期間依本校選課要點規定上網選課（不得超修、衝堂、學分不足等）。 

3、學生因特殊因素，得於期中考前一週申請退選 1 科，但不得少於應修習學分下限

且不予退費，並於歷年成績單註記退選字樣），請親至各系辦公室辦理。 

4、選課時間表：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時間表 

99.12.31(五)~100.01.06(四) 預選 

100.01.07(五)下午 預選後查詢 

100.02.18(五)~99.02.21(一) 復學生選課 

100.02.22(二)下午 選後查詢 

100.02.28(一)~100.03.04(五) 加退選 

100.04.11(一)~99.04.15(五) 期中考前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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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期，計 13 篇論文 (本校：12 篇，外校：1 篇)，總計刊登論文篇數

20 篇 (本校：14 篇，外校：6 篇)。 

 檢附 99 學年度第 1 次 (第 34 次) 編審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

學刊編審作業準則」送 99 年 12 月 31 日第 66 次教務會議備查。(A-8) 
(二) 校刊「雲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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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刊「雲聲」電子報出刊至第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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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2.yuntech.edu.tw/~aae/aae / 歡迎參閱。 

(三) 本校概況： 
 各系所單位已陸續將概況修改資料送回出版組，本組已編輯彙整完成，預計 100 年

元月份出刊光碟版並公告於網頁，感謝各系所單位的配合，目前進行順利。 
(四) 英文版校刊 Newsletter of YunTech： 
 第 9 卷第 2 期內容己簽奉核定，目前委託語言中心翻譯的譯稿已送回出版組編輯中，

擬於 100 年元月份完成編輯及校對。 

四、綜合業務組： 

(一) 碩士班甄試：10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共計 1,133 人合於報考資格，筆試缺考 86 人，

缺考率 7.59%，相較上年度減少 3.72 %。本項招生共計錄取正取生 351 名，備取生

386 名，缺額 17 名。 

(二) 博士班甄試：100 學年度博士班甄試共計 54 人合於報考資格，口試當日有 3 人缺考。

本項招生共計錄取正取生 29 名，備取生 10 名，缺額 7 名。 
(三) 100 學年度博士班甄試& 碩士班甄試榜單已於 99 年 12 月 23 日(四)放榜，正取生

網路報到時間為 100 年 1 月 4 日(二)至 6 日(四)，請各系積極聯繫正取生報到就讀

意願。 
(四) 依本校各項招生作業共同注意事項規定，研究所招生口試及書面審查委員，由各系

(所)視教師專長以及研究方向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擔任之，且各考生之口試及審

查，至少各應有 3 位委員出席為原則。經查 10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仍有系所未合

規定，爾後希依規定辦理，避免因過程瑕疵，而衍生困擾。 
(五) 100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已於 99 年 12 月 2 日上網公告，報名日期為 100 年 1

月 11 日(二)至 18 日(二)，請各系所加強招生宣導。 
(六) 鑑於本次招生有系所常因上課問題無法提供普通教室作為試場用，爾後有關全校性

招生試務，仍請各系所能配合支援筆試試場及佈置，以避免再次發生如本次試場安

排之困難情形。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審議 100 學年度起課程流程圖規範，提請討論。 

說  明： 

1、 經(99.12.10)第 38 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2、 四技畢業學分總數由 136 學分調整為 128 學分，校共同必修課程學分數仍維持

30 學分，請各系所自行斟酌調整畢業學分總數在 128-148 學分合理範圍內。  

3、 碩士班系所整併更名後課程流程圖訂定方式，變更為以組為單位(係依報部核准

之系所組別名稱，而非招生分組名稱)。 

4、 四技及碩士班課程流程圖規範修訂對照表如下：  

http://admin2.yuntech.edu.tw/%7Eaae/aa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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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現行規範 建議修訂 

四技 

校畢業學分 校畢業學分 

校共同必修 校共同必修 

專業必修 
院共同專業必修 

系專業必修 

選修 選修 

碩士班 
專業必修 

所共同專業必修 

組專業必修 

選修 選修 

決  議：院共同專業必修、所共同專業必修刪除「共同專業」字眼，餘修訂通過。 

案由二：審議 100 學年度校共同必修課程流程圖，提請討論？ 
說  明： 

1、100學年度大通識課程規劃整併案，業經(99.06.04)第64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2、第38次校課程委員會議建議，除英文、通識及體育興趣選項等課程外，核心通

識課程(歷史思維、生命教育、哲學思考與憲政法治等)，亦請研議規劃大班授課

方式，並融入實務體驗等課程。 

3、檢附100學年度校共同必修課程流程圖及異動配套措施。(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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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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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B-4） 
2. 課程訂定要點（B-5） 
3. 排課準則（B-5） 
4. 授課鐘點計算要點（B-6） 

決  議：1.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通過修訂採甲案。 

2.課程訂定要點第六條新增第二款刪除「共同專業」字眼，餘修正通過。 
3.排課準則第五條新增修訂—系所專業必修課程以專任教師授課為原則。 

4.授課鐘點計算要點修訂如附件。 
 
肆、主席結論： 

一、有關核心通識課程(歷史思維、生命教育、哲學思考與憲政法治等)，亦請研議規劃

大班授課方式，並融入實務體驗等課程。此方式採逐步推動並非一步到位，學校教

室係由總務處協助管理；所有權係屬總務處，管理權係屬院，使用權在於系，未來

仍請總務處協助，讓教務處辦理考試時可以順利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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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修課程刪除異動，請化材系/資工系/企管系越南專班/工管系/設計不分系/數媒系/

建築系等 7 系再次確認補提修課配套措施。 

三、為使課號名稱一致，未來請相關單位協助訂定課號。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3: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