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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 72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0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13：10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大會議室 AD213  

主席：謝教務長祝欽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蔡榮慧 

主席致詞： 

壹、上次會議(100.10.12)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一、企管系耿筠老師提出99學年度第2學期四企三A歐蕙菁同學「工作與作業研究」之成

績更正申請，是否予以更正？提請  討論。 

決議執行情形：與會30人投票，30票同意，不同意0票，廢票0票，通過成績更正且

已完成更正。 

二、研討各組業務相關之教務章則增修訂草案如附件，是否妥當？請討論。 

決議執行情形： 

(一)學則(修訂)：照案通過，且經教育部 100 年 12 月 05 日臺技(四)字第 1000217864
號函准予備查。(二)輔系審查標準(修訂)：應修學分修改為 24 學分，餘照案通過。(三)

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修訂): 第三條「首次申請條件」第四款條文內容修改為：

「(四)錄取本校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甄試榜首或設計學研究所筆試榜首，同

時…」，餘照案通過。(五)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修訂): 照案通過。 

三、審議本校 100 學年度上學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計有四財金一廖思宜同學等

21 人提出申請，請  討論。 

決議執行情形：核備通過。 

四、擬修訂「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英文扺修辦法」，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語言中心)  

決議執行情形：1.第二條申請條件(一)至(五)文字整併並修改如下：(一)參加技職體

系入學考試英文成績達全國前百分之十或近五年曾在以英語為母語之國家正式就讀

一年以上，且經過複審者。(二)大學部學生通過等同全民英檢中級以上程度者，得

免修大一英文；參加且通過複審者，得免修大二英文；二技生得免修實用英文。(三) 

大學部學生通過等同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多益 670 分)以上程度者，得免修大一及

大二英文；二技生得免修實用英文。2.其他條文修訂照案通過。 

 

貳、各組工作報告 

一、註冊組 

(一)、 101 學年碩班甄試、博班甄試報名：碩班計有 1091 人報名，合格人數計 1063
人，不合格人數為 28 人；博班 30 人報名，無不合格人數。碩班報考證明已於

11 月 22 日至 11 月 24 日開放考生上網列印，並於考前一天 12/2 開放補列印。 

(二)、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名冊：本校 100 學年度新生，計有 3057 人入學（四技

1572 人(含轉學生 18 人)，二技 51 人，碩士班 948 人，博士班 91 人，碩士在

職專班 367 人，財金系外籍生專班 28 人）。 

(三)、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退學名冊：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學制退學生共計 216 人，（四

年制陳怡甄等 64 名、二年制日間部黃麗融等 5 名、研究所碩士班蘇維平等 75
名、博士班李如菁等 25 名、碩士在職專班陳明輝等 47 名）。 



 2 

(四)、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退學人數：舊生因逾期未註冊、休學未註冊退學者共 107
人；新生註銷學籍共 65 人，共計 172 人。 

(五)、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率：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人數為 9856 人，註冊率

為 98.28%。 
(六)、 i-YunLife 已出版電子報，教導同學如何上網更新自己的 i-YunLife 網頁。 
(七)、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畢業資格審查：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畢業資格複審，已於

12 月中旬審查完畢；審查結果，除將延修生名冊送系上外，亦針對個人作個

別通知。 
 
二、課教組 

(一)、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位考試：本學期自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15 日開放研究生

上網申請學位考試，舉行或撤銷學位考試期限至 101 年 1 月 31 日（二）截止。

（註：1/21-1/29 適逢年假假期，請留意撤銷申請或成績送繳須於 1/31 完成，2/1

即為新學期。） 

(二)、 101 學年度碩士甄試招生考試：本項招生考試英文筆試已於 100 年 12 月

3 日 (六 )舉行完成，合於報考資格之考生計有 1063 人。 

(三)、 本校訂有「教師教學輔導辦法」，已於 98 年 1 月經行政會議修訂通過並公佈實

行，為使本辦法公佈得宜，將編入本校教務章則之「課教類」中，以俾便查閱。

(如附件 C-1~C-3) 
(四)、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預選作業訂於 12 月 30 日（五）至 1 月 5 日（四）止，

有人數限制之課程可於 1 月 6 日下午查詢批次結果。 
(五)、 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事項說明： 

1、各教學單位已完成系所統一課號之編碼作業，自100學年度第2學期起運用

於各開排課作業中。 

2、100學年度第1學期已完成系所專業課程學生核心能力指標之訂定，結合課

程教學計畫，於課程地圖網中同步修正，並於期末教學意見調查表中增加

「核心能力關聯對應程度」部份，由學生回饋修課後習得之核心能力關聯

對應情形，做為老師教學參考，以達PDCA持續循環改善機制。 

3、100學年度第2學期開課課程中，採全英語授課之課程共計62門(不含應外系   

課程)；因設備或空間不足需設定修課人數上限之課程共計209門。  

類別 992學期 1001學期 1002學期 

全英語教學 47門 52門 62門 

修課人數限制 150門 183門 209門 

 4、網路教學課程：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 3 門課，如下說明： 

序號  

 

系所 教  師 申請網路教學科目 備  註 

1 機械系 張元震 奈米檢測技術 技研中心五校

校際課程 2 機械系 張祥傑 田口方法 

3 創設系 游元隆 服務設計 新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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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計開授課程共 1,668 門課，每週共計 3585.1 鐘點(不含校

共同必修、實務專題及碩士論文)。 

6、101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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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附件 C-4 ~C-5）。 

 7、因必修課程刪除異動，機械系/化材系/企管系/數媒系等 4 系補提修課配套措施

（如附件 C-6）。 

8、建築系、資工系及財金系越南專班必修課程流程圖修訂案，說明如下： 

 (1) 建築系 98-100 學年度「設計美學」課程，學期異動修訂對照表如下所示： 

學年 異動前 異動後 

98 三下 三上 

99 三下 二下 

100 三上 二下 

(2) 建築系99及100學年度『馬來西亞新紀元雙聯學制』課程流程圖，增列加

註『選修非本系所開課課程至多為6學分』。 

(3)資工系更正98學年度必修課程流程圖，校務系統多植實務專題(三)，致使

總學分數增為138學分，故予以更正刪除實務專題(三)，總畢業學分更正為

136學分。 

(4)財金系100學年度越南專班課程流程圖修訂。（如附件C-7） 

9、補追認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及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技專校院遴聘業界專家協

同教學」實施計畫案，本次共計有 60 人次通過審查（如附件 C-8 ~C-9）。 

10、每學期開始前由教務處發文至教學單位，提醒有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課

程，本校教師亦須隨堂協助教學活動，以符合本校授課鐘點計算要點。 

11、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評量結果反饋至課程改善辦理情形，本次計有資工系

/電子系/資管系/管理學院/視傳系/數媒系/漢學所/人文學院等 8 個教學單位提

出檢討改善。 

 

三、出版組 

(一)、 科技學刊：科技學刊第 19 卷，人文社會類共出刊 2 期，計 13 篇論文 (本校：

12 篇，外校：1 篇)。 

(二)、 校刊「雲聲」：校刊「雲聲」電子報出刊至第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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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版校刊 Newsletter of YunTech：今年出刊至第 10 卷。第 10 卷第 2 期擬翻

譯出刊之內容已選定簽陳核定完畢，目前送請語言中心進行翻譯工作中。 

(四)、 學校概況：2012 年概況各系所單位已陸續將概況修改資料送回出版組，本組正

進行最後彙整催收，預計 12 月份完成後製作光碟。 

(五)、 「科技學刊編審作業準則」經 100 學年度第 1 次 (第 35 次) 編審委員會議決議

通過，依規定送本次教務會議備查。（如附件 C-10 ~C-11） 
 

http://admin2.yuntech.edu.tw/%7Eaae/aae%20/
http://admin2.yuntech.edu.tw/%7Eaae/aa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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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業務組 

(一)、 101 學年度博士班甄試共計 30 人合於報考資格，面試當日有 3 人缺考。 

(二)、 10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共計 1,063 人合於報考資格，筆試加面試共缺考 155 人。 

(三)、 101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預計於 12 月 20 日招生委員會議審議後，於 12 月

25 日榜示。 

(四)、 101 學年度本校招生名額總量及系所更名教育部已核定。（如附件 C-12 ~C-15）。 

(五)、 101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已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考試時程

如下： 

1.報名日期：100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 時起至 101 年 1 月 4 日下午 4 時止。 

2.考試日期：筆試：101 年 3 月 17 日(六)； 面試：101 年 4 月 28 日(六) 

(六)、 各項招生宣導活動已開始進行 12 月預計有 5 場博覽會(大學、研究所)、7 場

升學講座宣導。 

(七)、 101 學年度本校其他招生考試時程如下： 

事由 日期 備註 

二技、四技統一入學

測驗 
101.05.05～06(六-日) 

技專測驗中心 

本校負責雲林考區 

博士班招生考試 
筆試：101.05.19(六) 

面試：101.05.19(六)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第 1 梯次：3 月 30 日報名截止 

第 2 梯次：5 月 31 日報名截止 
 

補充報告： 
1.系所名稱若不一致者請改成一致，否則會將研究所當成獨立所，則須有額外之獨立

師資。 
2.延修生法規教育部已經通過，研究生自碩三博四起若有選課(不含碩士論文)事實者

則為延修生。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 審議 100 學年度各研究所指定之重點國立學校，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 100.10.12 第 71 次教務會議通過「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第三條略以：「-----
重點國立學校每年由系所提供，至多五所，並經教務會議通過」。 

二、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適用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 

三、各系所提供 100 學年度之重點國立學校如附件 D-1~D-3。 
決  議：會計系重點國立大學中興大學「會計研究所」修改為「會計學系」外，照案通

過。 

 

案由二：審議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跨院系所學程「文化生活產業數位加值應用學程」退場

申請，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經第 40 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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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場申請說明：因該學程 98 學年起推動至今，因原學程主持人數媒系莊育振老

師已調職至台中教育大學，致使該學程無法繼續執行。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教學評量結果為待加強之授課教師，每累計 2 次，由教務處發文通知該教師須

參加教師知能研習活動，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第 40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提教務會議討論後執行。 

二、本校現行「教師教學輔導辦法」並未針對「累計」2 次評量不佳之教師訂定輔導

或核處辦法。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校數媒系同學涉及 97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舞弊案，涉案考生處置方

式，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100 年 12 月 5 日技專招聯試字第 1008300359 號

函辦理，如附件 D-4~D-5。 
二、 依來函中所提涉案考生當年度考試成績無效，撤銷各該涉案考生當年度所參加

之招生管道錄取資格。 
三、 依據本校學則第九條新生或轉學生入學考試如有舞弊或其所繳入學證件有偽

造、假借、塗改等情事，一經查明，即開除其學籍。如在本校畢業後始被發覺，

除依法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四、 另本校學則第四十六條規定，自請退學及勒令退學如在校肄業滿一學期具有成

績，其學籍經校長核准者，得發給修業證明書。開除學籍者，不發給有關修業

證明文件，並不准再考入本校肄業。但依第七十五條本學則未盡事宜，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五、 因該生已完成前三年學業，考量其特殊性，是否發予該生修課證明，格式如附

件 D-6~D-7。 
決  議： 不主動發給，若來申請則發給修課證明(非成績單)。 
 

肆、主席結論： 

伍、臨時動議： 

案由一、在職專班週六該不該上課事宜(例如：選舉日)，是否教務處可明確規定。 

(營建系主任提出) 

決議：由系所決定，但仍應上滿 18 週。 

陸、散會：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