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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 80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2 樓大會議室(AD213)  

主席：方國定教務長              記錄：王玫華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致詞： 

壹、上次會議(102.10.1)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一、 資訊工程系楊國輝老師提出四資工一 A 羅煜賢 (B10117014) 同學「物理(二)」成績更

正案；應用外語系焦錦濮老師提出四應外二施昀辰(B10041006) 及陳璽凱(B10041048) 

成績更正案。 

決議情形：照案通過。 

二、 廢止本校「學士班學生 4+1 跨領域逕讀碩士學位辦法」案。 

決議情形：照案通過。 

三、 教務章則增修訂草案。 

決議情形：本次共計修訂(1).學生抵免學分要點、(2).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3).輔系

審查標準、(4).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作業細則、(5).選課要點、(6).研究

生學位考試辦法、(7).各系(所)辦理研究生延聘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等相關

作業須知、(8).招生委員會組織規程、(9).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要點、(10).

碩士在職專班教務處理要點及(11).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管理要點均照案通

過，除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作業細則及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管理要點賡

續提行政會議審議，餘已更新公告於教務資訊網。 

四、 修正本處教務章則名稱，以符合體例案。 

決議情形：照案通過並已更新公告於教務資訊網。。 

五、 工程學院建議「學院特別助理及工程科技菁英班(工程不分系)主任核減 4 鐘點」案。 

決議情形： 

(一) 各學院特别助理原每週減授 2 鐘點更改為每週減授 4 鐘點，並自 102 學年度起實

施。 

(二) 工程科技菁英班(工程不分系)主任鐘點核減部份，仍維持每週減授 2 鐘點，俟再

與工程學院了解其業務架構後，如確有必要時再議。 

貳、各組工作報告 

一、註冊組 

(一) 102學年第1學期學生註冊： 

1. 新生名冊：本校102學年度新生，計有2876人入學，大學部四年制1506人(含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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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二年制80人，研究所碩士班895人，博士班102人，碩士在職專班293人。 

2. 全校註冊人數：102學年度第1學期全校註冊人數計有9588人，舊生休學逾期未註冊

計91人及逾期未註冊計19人，依學則規定應予退學，已於10月下旬寄發退學通知。 

(二) 退學名冊：101學年度第2學期各學制退學生共計247人，（四年制97名、二年制5名、研

究所碩士班76名、博士班33名、碩士在職專班36名）。 

(三) 交換生：102學年度本校計有46位同學至外國當交換學生 (含至大陸交換生14名)。 

(四) 休、退學：102學年度第1學期9月份申請休學人數計306人、申請退學人數計70人，休

退學人數共計376人。10月份申請休學人數計46人、申請退學人數計112人，休退學人

數共計158人。11月份申請休學人數計15人、申請退學人數計4人，休退學人數共計19

人。 

(五) 學行優良獎：101學年度第2學期學行優良獎計324名獲獎，但有53位同學體育成績未達

70分、有科目不及格、曠課記錄、週會缺席等，實獲獎計有271名。本獎勵金為減免學

雜費性質，已辦理學雜費全免者計有9名，實際核發減免總金額為973,000元。獲獎同

學將於各院週會頒獎，各學院週會預定日期為：工程學院10月23日、管理學院12月18

日、設計學院12月25日、人文與科學學院11月27日。 

(六) 入學優異獎學金：102學年第1學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計16人符合申請資格，含

新生（首次申請）9人(大學部8人、研究所1人)、舊生（繼續申請）7人，惟首次申請者

各系各學制超過3名者需通過系務會議，將於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核發。 

(七) 畢業資格：102學年度第1 學期大學部學生畢業資格審核業於11月22日完成，本學期符

合畢業資格預計畢業人數：大學部2技1人、4技102人合計103人。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

於12月15日截止，符合畢業資格預計畢業人數：博士班29人、 碩士班110人、碩士在

職專班44人合計183人。 

(八) 碩、博士班招生報名：103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網路報名人數1075人、收件數1011件、不

合格件14件；博士班甄試網路報名人數57人、收件數48件、不合格數2件。 

(九) 應屆畢業生學習歷程之履歷匯出注意事項： 

1. 應屆畢業生如需自己之學習歷程檔案，請務必於畢業離校前，至學生學習歷程之

《匯出履歷》功能匯出檔案如附件，網址如下：

http://webapp.yuntech.edu.tw/eStudent/EStud/Default.aspx 

2.  為使同學為自己留下精彩且完整的學習記錄，請同學於競賽結束後，不論得獎與

否，請至「本校首頁--單一入口服務網--學生學習歷程整合系統—參與競賽」填報參

賽資料，網址如下：https://webapp.yuntech.edu.tw/YunTechSSO/Account/Login 

3. 本系統為整合學生個人學習之相關紀錄，因本系統需不定時更新審核，務請同學參

賽後隨即上網填報，俾利於畢業離校前，能匯出精彩且完整的學習履歷。 

(十) 畢業離校：102學年度第1 學期畢業生依行事曆所訂自103年1月7日起可開始辦理離校

手續，領取畢業證書自103年1月15日起至103年2月10日截止。 

http://webapp.yuntech.edu.tw/eStudent/EStud/Default.aspx
https://webapp.yuntech.edu.tw/YunTechSSO/Account/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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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03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報名：已完成網路報名線上測試，正式報名期間自102年12月

19日上午9時至103年1月9日下午4時30分止，一律採上網填寫報名資料。 

二、課教組 

(一) 103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大考中心於102年12月14日(星期六)辦理103學年度高中

英語聽力第2次測驗，雲林考區考試地點於正心高級中學舉辦。 

(二) 103學年度大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大考中心訂於103年1月18日(星期六) 及19日(星期

日)辦理學科能力測驗，雲林考區由本校主辦，本校為第一分區，虎尾高中為第二分區，

請本校各單位配合試場週邊環境之安寧，俾利考區之試務工作順利進行。 

103年1月17日為本學期期末考試最後1日，與學測準備日衝突，當日需布置試場並供考

生入內查看，經行政會議決議，教育部亦於102年12月13日函請配合，當日期末考使用

之普通教室如為試場，請配合預先妥適調移；在職專班仍有課程使用試場教室者，亦

請調移。 

(三)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預選：103年1月6日(星期一)至9日(星期四)辦理在校生預選102

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 

(四) 研究生學位考試：本(102.1)學期學位考試申請至12月15日(星期日)截止，成績繳交或

撤銷學位考試截止日為(103年)1月31日(星期五)，逾期未撤銷者，以學位考試1次不及

格論；因1月30日(星期四)為除夕農曆春節開始，請各系所於1月29日(星期三)前完成成

績繳交或撤銷學位考試作業。 

(五) 研究生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提報：本學期在學研究生請於103年1月1日至25日至教務資

訊系統完成「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提報」。前已登錄者，無須重複提報。 

(六) 102學年第1學期教學意見調查： 

1. 自102年12月16日起至103年1月18日學期考試結束止開放網路填答。教學意見調查

結束將於次一學期供各教師、系所主任參考，並依本校教師教學輔導辦法追蹤考

核。 

2. 教學意見彙總表中另有學生反映教師言行涉及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範時，院

系所主管應循程序以書面向學務處衛教組通報，相關「通報作業、通報書」，詳如

附件1。 

(七) 102學年度第2學期預計開授課程共1,617門課，每週共計3,808.3鐘點。 

1. 採全英語授課之課程共計37門(不含應外系課程，詳如附件2)；因設備或空間不足需

設定修課人數上限之課程共計164門（詳如附件3）。 

類別 101-2學

期 

102-1學期 102-2學期 

全英語教學 45門 43門 37門 

修課人數限制 160門 122門 164門 

2. 校外實習課程共有機械系、電機系、電子系、營建系、工管系、企管系、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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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系、會計系、國管學程等10系開課。 

(八) 各系大班課程拆班上課及教室安排等問題，解決方案經102年11月28日呈請鈞長核如

下： 

1. 各系於開排課前應先行協調院內大教室空間，若有問題，由學院協調處理。 

2. 各系專業必修課程因重補修人數過多，造成必修課程超過80人，建議如下： 

(1) 重補修人數過多之課程，建議以開暑修課程為原則。 

(2) 擬拆班者，所增開之課程需併入當學期合理開課鐘點數計算，並需在符合值內，

經簽准後始可拆班。 

(九) 課程教學計畫是課程執行依據，內容含括教學目標、評量方式、課業輔導時間、教學

計畫進度及核心能力關聯等，授課教師每學期應審慎提報，以為學生修課之依循。 

(十) 第45次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事項說明： 

1. 102學年度第2學期網路教學申請案計4件，茲彙整如下表： 

序號 系所 教  師 申請網路教學科目 

1 資管所 施學琦 資料管理與應用 

2 資管所 陳昭宏 投資資訊管理 

3 資管所 莊煥銘 顧客關係管理 

4 技職所 廖年淼 教育論文寫作 

2. 102學年度部分班別及103學年度阿拉伯專班課程流程圖修訂補提案，詳如附件2。 

(1) 香港二技專班：環安系、會計系。 

(2) 陸生二技專班：環安系。 

(3) 四技：國際專案管理學位學程。 

(4) 阿拉伯二技專班：機械系、電機系、電子系、營建系。 

3. 103學年度校共同必修課程及各學院院必修課程附件3。 

4. 103學年度財金系與越南外貿大學2+2雙聯學制課程流程圖附件4。 

5. 102學年度「技專校院遴聘業師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計畫補提案，本次計有9門課13

位業界專家協同教學通過審議。 

6. 101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評量結果反饋至課程改善辦理情形，本次計有工程學院/電

子系、管理學院/財金系、設計學院/工設系、視傳系、數媒系、人文與科學學院/

漢學所、應外系等11個教學單位提出檢討改善。 

7. 102-2學期起本校校外實習課程名稱修訂如下：  

學制 
實習 

型態 
原訂 修訂建議 

大 

學 

部 

暑期 

校外實習  0-4-2 暑期產業實務實習 0-4-2 

海外實習 0-4-2 暑期海外產業實務實習 0-4-2 

學期 
產業實務(一) 

產業實務(二) 

1-8-5 

1-8-5 

產業實務實習(一) 

產業實務實習(二) 

1-8-5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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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實習(一) 

海外實習(二) 

1-8-5 

1-8-5 

海外產業實務實習(一) 

海外產業實務實習(二) 

1-8-5 

1-8-5 

研 

究 

所 

暑期 

產業實習 0-4-2 暑期進階產業實務實習 0-4-2 

海外實習 0-4-2 暑期進階海外產業實務實習 0-4-2 

學期 

進階產業實務研究  0-6-3 進階產業實務實習 0-6-3 

海外實習 0-6-3 進階海外產業實務實習 0-6-3 

三、出版組 

(一) 科技學刊： 

1. 科技學刊第22卷科技類第1期將於光碟製版完成後，寄送作者、委員及校內各教學

單位1份，並輪流寄送國內、外(大陸地區)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2. 102年度投稿情形： 

指標 科技學刊 

102 年預期效益 

1. 預計每年出刊科技類 1 期 6-8 篇概估。 

(擬以 101 年未出科技類之存稿補足 1 期出刊) 

預計出刊第 22 卷科技類

1 期 (6-8 篇) (2013 年) 

2. 預計每年出刊人文社會類類2期12-16篇概估。 預計出刊第 22 卷人文社

會類 2 期 (12-16 篇) 

(2013 年) 

項目 預期投稿篇數 實際投稿篇數 
預計執行率 

(以 11/31 計) 

實際執行率 

(截至 11/31) 

102 科技類 9 7 91.6% (8 篇) 77.7% 

102 人文社會類 24 30 91.6% (21 篇) 125% 

備註說明 

1.科技學刊是以 1-12 月為出刊週期，請各學院協助宣導所屬踴躍投稿。 

2.以科技類預計出刊 1 期 6-8 篇概估，而科技類之通過以 66%計，科技類 

(工程學院) 需配合每年有 9-12 篇之投稿，取其最低數 9 篇。 

3.以人文社會類預計出刊 2 期 12-16 篇概估，而人文社會類之通過以 50%

計，人文社會類 (設計學院及人文科學學院) 需配合每年有 24-32 篇之

投稿，取其最低數 24 篇。 

(二) 校刊「雲聲」：校刊「雲聲」電子報出刊至第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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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卷。第12卷第2期擬翻譯出刊之內

容經選定簽陳核定完畢，目前委託語言中心翻譯的譯稿已送達出版組，擬於1月底前

完成編輯及校對。 

(四) 學校概況：2014年概況最後修正彙整完畢，目前正簽陳核定中，預計在1月份製作光

http://admin2.yuntech.edu.tw/~aae/aa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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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寄送各高中職並公告於網頁。 

四、綜合業務組 

(一) 103學年度博士班甄試共計46人合於報考資格，面試當天有3人缺考。本項招生共計錄

取正取生21名，備取4名，缺額21名將流用至一般招生考試。 

(二) 103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共計997人合於報考資格，面試當天有150人缺考。本項招生共

計錄取469人，備取310人，缺額18名將流用至一般招生考試。 

(三) 本校102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業已上網公告，各項招生作業時程如下： 

1. 報名日期：102年12月19日(四)起至103年1月9日(四)止。 

2. 筆試日期：103年2月23日(日) 

3. 面試日期：103年3月15日、16日(六、日) 

(四) 本校102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頁已上網公告，各項招生作業時程如下： 

1. 報名日期：103年2月6日(四)起至103年2月26日(三)止。 

2. 面試日期：103年3月15日、16日(六、日) 

(五) 外國學生招生：2014年春季班國際學生申請入學共計7位學生(含2位「印尼-臺灣DIKTI 

3+1」獎學金專案在台攻讀學位)申請，其中申請編號103003 Cindy資格不符、申請編

號103002 Willson有條件入學(須於102學年度下學期註冊日前補繳企管所規定之英語

能力證明後，始可入學)，餘全部業經103學年度第4次招生委員會同意入學。 

(六) 校外招生宣導： 

1. 高中、職招生宣導： 

               項目    

學年度 
 升學講座  升學博覽會 

102 學年度 

(採計期間：102 年 10 月至 12 月) 
8 場 7 場 

2. 研究所招生宣導： 

(1) 由資訊中心及各系所共同設計網頁海報，透過各系臉書進行宣傳，並請各系所

同學臉書分享轉傳，供各考生知悉。 

(2) 廣播：邀請應外系焦錦濮老師、傑出畢業校友(企管所、資管所、環安所、休閒

所)及優秀在校生(化材所、工設系、創設系)…等共同錄製招生廣播，擬於 Best 

Radio 好事聯播網播出。 

(3) 大型輸出海報張貼校門口及南側門。 

(七) 總量管制：103學年度總量名額分配結果及系所更名教育部均已核定通過，本校「國

際專案管理學位學程」原申請更名為「國際管理學位學程」，教育部逕修正為「國際

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以玆明確。 

五、其他 

(一) 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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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再造技優計畫申請案須於103年1月6日前將計畫書

等相關資料備文報部。本校103年度擬申請計畫名稱為「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實

務能力提升計畫」(執行單位：機械系)及「智慧生產自動化」(執行單位：電機系)。 

2. 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務實增能計畫，第１年期各院務提報1/3系所名單如

下：工院：環安系、電子系(院內共7系)；管院：企管系、會計系(院內共6系<含

國管>)；設院：工設系、創設系(院內共5系)；人院：文資系(院內共2系)。 

本處擬於102年12月27日(五)中午12時假教務處召開該項計畫申請討論會，敬請

上述系所主管準時出席。 

(二) 自我評鑑： 

1. 教育部業於102年11月21日以臺教技（四）字第1020169958B號令修正發布「教育

部試辦認定科技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作業原則」，調整自辦外部評鑑（自

我評鑑）之授權範圍，將原法規第5條之認定類別中「校務評鑑」予以刪除，修

正以「院、系、所、學位學程評鑑」為申請認定類別。 

2. 本處於102年12月13日函請設計學院、人文與科學學院各系所於103年1月17日繳

交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至各院；103年1月27日前各院召開相關評鑑工作推動小

組會議審核；103年2月14日前各系所完成自我評鑑報告之修正；103年2月17日(一)

前各系所繳交正式自我評鑑報告書。 

系所內部評鑑委員建議事項改善情形請重新檢覈填覆後於103年1月7日前繳交至

教務處，俾憑召開會議重新審查。 

(三) 本校訂於102年12月30日(一)下午14時假行政大樓大會議室與國立臺中家商簽訂幸福

聯盟協定。 

(四) 為配合12年國教之實施，教育部要求技專校院深入國中進行技職教育宣導及邀請國中

前往技專校院參加技職類科體驗學習課程。四院15位老師前往縣內地區12所國中進行

24場技職教育宣導，技職教育宣導已全數辦理完畢；技職類科體驗學習課程由四院協

助辦理，邀請縣內地區12所國中前往本校進行7場體驗活動，協請四院盡量於寒假結

束前將體驗活動辦理完畢。 

(五) 為使年度預算靈活運用，碩士在職專班經費將採用一年編列一次預算，請各在職專班

系所配合編列103年度3月到12月及104年度預算，並將預算表送達教務處彙整後統一

送交主計室。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審議本校102學年度第一學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計有四財金一A黃雅姿同學等

16名符合申請資格，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  明： 

一、本案申請截止日為 9 月 25 日，共計首次申請 9 人(大學部 8 人、研究所 1 人)；繼續

申請 7 人，詳如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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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申請案參加統測成績優異，以本校為第一志願，各科原始成績全部在前 2%以內

者計 6 人，其中財金系符合申請達 4 人，依本校入學成績優異獎金要點規定：三、

首次申請條件：(一)參加大學學測成績優異者(二)參加技專校院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優

異，以本校為第一志願者，四年制各科原始成績全部在前百分之二以內者----以上

(一)(二)之申請各系各學制以三名為限。六、申請程序：(一)首次申請者---- (惟各系

各學制超過三名者，由各系系務會議決議三名名額)，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得申請第一學期獎學金。 

三、財金系 4 名同學符合申請資格，經該系於 102.10.04 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3 名同學符合

申請標準詳如附件 6。惟為獎勵優秀同學就讀本校，希 4 位同學皆核發獎學金。 

四、另參加大學學測總級分 66 級分以上者計 2 人，本校研究所博士班設計學研究所筆試

榜首，同時錄取重點國立大學計有 1 人，符合首次申請資格；上學期成績符合繼續

申請此獎學金者計有 7 人。 

五、102 年度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預算為 130 萬元，扣除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已核發 56

萬元，本學期僅餘 74 萬元可供核撥；本學期申請案若全數通過所需經費為 86 萬元，

不足 12 萬元。不足額經費已於 102.9.26 簽請學務處提撥「學雜費提撥付 5%獎補助

學金」項下之預備款或剩餘款支用，俾利本獎學金之發放。 

六、檢附歷年核獎類別人數統計表詳如附件 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審議本校103學年度各研究所指定之重點國立學校，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註冊

組) 

說  明： 

一、依據「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第三點，首次申請條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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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提供 103 學年度之重點國立學校於 10 月 9 日彙整，計有環安系、財金系、會

計系、視傳系、數媒系、設計所、休閒所等 7 系所作修正，詳如附件 8。 

決  議：有關工管系運籌組指定之重點國立大學，請工管系於會後再次確認，餘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校103學年度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環安科技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國際管理學士

學位學程擬新訂及財務金融系碩士班擬變更授予中、英文學位名稱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  明：103 學年度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環安科技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國際管理學士學

位程擬新訂及財務金融系碩士班擬變更之授予中、英文學位名稱如下表，擬新訂或

變更之授予中、英文學位名稱業經各該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系(所)組別 擬授予中文學位名稱 擬授予英文學位名稱 學 位 英 實施學年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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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縮寫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

系環安科技與管理碩

士在職專班 

工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 S. 103 上 

國際管理學士學位學

程 
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 B. A. 103 上 

財務金融系碩士班 財務金融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 S. 103 上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教學意見調查如有教師言行涉及違反性平法規範時，是否需請該教師提出書面改善

意見，或另建立相關作業流程事宜，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課教組) 

說  明： 

一、 依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102 學年第 3 次委員會會議決議。 

二、 教學意見調查學生反映教師涉及違反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規範時，現行已建置相關「通

報作業、通報書」（請參閱附件 1），院系所主管應循程序以書面向學務處衛教組通

報，教師是否另需提出書面改善意見，或另建立相關作業流程事宜，請 討論。 

三、 教學意見調查為期末調查學生的學習意見為主，於下一學期初彙整滿意度統計、教

學意見，以作為教師次一學期之教學改善依據，違反性平規範依法則有處理之時效

性。另教學意見調查為使學生安心確實填答，採不具名方式；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規定則需具名申請人或檢舉人資料。 

決  議： 

一、 自本學期期末教學評量加註「申訴管道」，供學生週知。 

二、 請院系所主管依性平會製作之 SOP 作業流程，如初步判斷違反性平法時，通報學務

處衛教組。 

 

案由五：審議本校跨院系所學程「綠色創新設計學程」退場事宜，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課

教組)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02 年 12 月 13 日第 45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二、 退場說明： 

(一) 本學程設置經98年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 本學程為工程學院與設計學院共同設置之跨領域學程，亦配合特色典範計畫補助

成立，以強化學生參與綠色能源專業領域之基本知識及實務能力之目標而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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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專案執行成果已於100年度完成階段性任務。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修正本校跨院系所學程「綠色科技學程」、「瑪吉斯學程」、「不動產產業學程」、「自

行車產業學程」設置辦法及課程修訂案，詳如附件9，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課教

組) 

說明：本案業經本校102年12月13日第45次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審議教務章則修訂案，詳如附件10，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註冊組、課教組) 

說  明：本次各組所提章則修正案如下： 

一、註冊組 (附件10-1~10-20) 

(一)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要點 

(二) 休學申請要點 

(三) 抵免學分要點 

(四) 大學部學生學業成績優良提前畢業處理要點 

(五) 學生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 

(六) 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要點 

(七) 學生請領中英文證件須知 

二、課教組 (附件 10-21~10-25) 

(一) 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 

(二) 排課原則 

(三) 授課鐘點計算要點 

決  議： 

一、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要點第一點第一項第五款修正為「因特殊事故得檢附家長或監護

人同意書」。 

二、 大學部學生學業成績優良提前畢業處理二點第一項第三款修正為「各學期名次在該

班學生數前百分之十」。(暫保留，俟學則修正後再實施。) 

三、 學生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期間有關學業成績及學及處理要點第六點修正為「-----得由本

校酌予採認(授課原則以十八小時為一學分)，----」。 

四、 餘照案通過。 

Ps.有關大學部學生學業成績優良提前畢業處理二點第一項第三款修正為「各學期名次在該班

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乙節，經查本校學則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各學期名次在該班學

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與母法不符，擬於第 81 次教務會議同步修正本校學則及大學部學

生學業成績優良提前畢業處理要點，故原大學部學生學業成績優良提前畢業處理二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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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三款決議修正案暫保留。 

 

案由八：修正本校「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語言中心) 

說 明： 

一、 本要點自 94 年實施至今已 8 年，修正之目的在於符合現況及更具彈性。 

二、 本校多益標準分數為 387 分，因衡量技職體系前幾名學校多益門檻之標準(如表一)

及評鑑或訪視委員屢屢質疑本校英檢門檻之多益測驗分數太低，故擬於 103 學年度

入學之學生英語畢業門檻之多益分數提高為 420 分，105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英語畢

業門檻之多益分數提高為 450 分，公告後實施。 

表一 他校之英語畢業門檻 

校名 英語畢業門檻(全民英檢、多益測驗)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多益 400 分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多益 550 分 

台北科技大學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多益 550 分 

台灣科技大學 學生須達 550 分才可抵掉英文會考(一)(二)  

屏東科技大學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450 分 

朝陽科技大學 各系自訂 1.全民英檢初級、225 分 

         2.全民英檢中級、550 擇一 

亞洲大學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多益 (TOEIC)550 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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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420 分及 450 分，仍

等同於全民英檢中級初試，故不須變更其他英檢分數。 

四、 因本校企管系及國管學位學程之學生英語能力(如表二)較其他學院學生好，故擬建

議管理學院之國際專案管理學位學程及企管系提高學生英語畢業門檻為全民英

檢中級(多益 550 分)，高於本校統一之英語畢業門檻，以建立英語畢業門檻之

鑑別度。 

表二 企管及國管學位學程英檢統計表(1021216) 

學院 班級 人數 
通過英語畢業門

檻人數 

未通過英語畢業

門檻人數 

未上線提報

人數 

多益平均分

數 

管理學院 二企管三 A 26 5 0 21 818 

管理學院 二企管四 A 30 21 1 8 693 

管理學院 四企管一 A 49 0 0 49 0 

管理學院 四企管二 A 55 8 2 45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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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四企管三 A 59 13 0 46 633 

管理學院 四企管四 A 53 25 4 24 518 

學院 系所 人數 
通過英語畢業門

檻人數 

未通過英語畢業

門檻人數 

未上線提報

人數 

多益平均分

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272 72 7 193 622 

學院 班級 人數 
通過英語畢業門

檻人數 

未通過英語畢業

門檻人數 

未上線提報

人數 

多益平均分

數 

管理學院 四國管一 A 24 1 0 23 905 

管理學院 四國管二 A 57 11 0 46 608 

管理學院 四國管三 A 68 18 1 49 616 

管理學院 四國管四 A 71 38 1 32 604 

學院 系所 人數 
通過英語畢業門

檻人數 

未通過英語畢業

門檻人數 

未上線提報

人數 

多益平均分

數 

管理學院 國際專案管理

學位學程 

220 68 2 150 614 

五、 本校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規定詳如附件 11。 

決 議：有關語言中心所提提高大學部英文畢業門檻乙案，請各系提系務會議討論，若提高

英文門檻，除語言中心配套措施外，另行規劃其中的配套措施。本案另提下次教務

會議審議。 

 

伍、臨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本校跨院系所之學程，應將其開課時間表排定，有助於學生選課。(提案人：徐

濟世主任)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學校目前推動預研生，惟研究所開課人數不計入預研生，造成該課開不成，建議予

以鬆綁。(提案人：陳維東主任) 

決 議：提下次教務會議討論。 

 

陸、散會：(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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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標準作業流程 

項目:教學意見調查表反映意見涉及違反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規範之通報作業 

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教務處 

 

 

 

 

 

 

院長、系所主

管、通識中心

主任 

 

 

 

 

院長、系所主

管、通識中心

主任 

 

 

 

 

 

 

 

 

 

 

 

 

 

 

 

 

 

 

 

 

 

學務處衛教

組 

 

 

 

1. 1 系所(含通識中心)

老師的教學意見調查

表彙整予系所主管、

通識中心主任，系所

主管（含通識中心主

任）教學意見調查表

彙整予各院長。 

1.2 函文需加註「若教師

言行涉及違反性別平

等教育法相關規範

時，院長、系所主管、

通識中心主任應循行

政流程向衛教組通

報」等字句。 

3.1 院長、系所主管、通

識中心主任檢視教學

意見調查表內容，若

有具體事實描述，教

師於教學時言行涉及

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

相關規範，院長、主

任應於 24 小時內以書

面通報衛教組。 

3.2 院長、系所主管、通

識中心主任檢視教學

意見調查表內容，若

無具體事實描述，請

院長、主任約談當事

人，提醒當人言行應

避免違反性平法相關

規範。 

 

 

 

 

 

 

 

4 衛教組於接獲通報後，

依性平法案件行政流

程辦理。  

 

 

 

 

 

 

 

 

 

 

 

 

 

 

 

 

 

 

 

3.1 國立雲林枓技大

學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通報書 

 

 

 

 

 

法令依據 依據 102 年 6 月 27 日 101 學年度第 4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備  註 衛教組承辦人吳秀梅(分機 2342、2343) 電子郵件信箱：shp@yuntech.edu.tw 

1020701 修訂 

1 

2 

教學意見調查表反映意見

涉及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

相關規範 

有具體事實

描述 

3 

4

. 衛教組依性平法之案件行政流程

辦理 

院長、系所主管、通識中心

主任應於文到二週內檢視教

學意見表反映意見 

教學意見調查表以密件發函給

各院院長、系所主管、通識中

心主任 

3.1 

無具體事實

描述 

3.2 

以書面通

報學務處

衛教組 

約談當事人，提醒

當事人言行避免

違反性平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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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書 

(教學意見表通報用) 

  檢舉日期   年  月  日 

（
申
訴
代
理
人
） 

通
報
人 

姓名 （限本人簽名） 被害人姓名  

安全 

聯絡 

方式 

電話：（ ） 被害人班級、學號  

電子信箱： 與被害人關係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被申 

訴人 
姓名  與被害人關係 

 

通
報 

事 

實 

□性侵害               □性騷擾            □性霸凌 

地點： 時間（最近一次）：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事實及理由： 

 

 

 

以下由處理單位填寫 

收件 

學務處 

收件人簽名： 

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轉交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主任委員簽名： 

報請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召開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是否受理案件：        是□   否□ 

是否成立調查小組：    是□   否□ 

通報雲林縣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學務處通報人簽名：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 

教育部備查 

學務處通報人簽名：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調查時間 

性平會或調查小組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調查完成 

提出報告及懲處建議 

以書面報告學校及教育部時間： 

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通報人及行為人時間： 

 

是否提出申復：         是□   否□ 

※填妥通報書後置入信封並黏妥，信封上註明”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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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會計系 102學年度「香港二技專班」課程流程圖 

必修課程流程圖(講授時數-實習時數-學分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共同必修科目(合計 10 學分) 

進階閱讀 

2-0-2 

文學欣賞 

2-0-2 

  

通識 

2-0-2 

通識 

2-0-2 
生命教育 

2-0-2 

 

4-0-4 4-0-4 2-0-2  

專業必修科目(合計 40 學分) 

會計資訊系統 (一)   

3-0-3 

會計資訊系統(二) 

3-0-3 

高等會計學(一) 

3-0-3 

高等會計學(二) 

3-0-3 

財務報表分析 

3-0-3 

審計學(一) 

3-0-3 

審計學(二) 

3-0-3 

統計學(二) 

2-0-2 

成本與管理會計(二) 

3-0-3 

中級會計學(二) 

2-2-3 

稅務法規(一) 

3-0-3 

中級會計學(三) 

3-0-3 

會計實務專題(一) 

0-4-2 

企業倫理 

2-0-2 

會計實務專題(二) 

0-2-1 

 

11-2-12 12-4-14 8-2-9 5-0-5 

專業選修科目(合計 23 學分) 

合計：最低畢業總學分為73學分 

備註： 

1. 香港二技專班先修課程為會計學，未曾修習或不合抵免規定者，須補修管理學院會計學(一) 3-0-3 抵

免(此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內)。 

2. 香港二技專班學生得於本校學程(通過校課程會議實施之跨領域學程)中擇一修習，學生必須仿照該學

程修課規範要求進行修課。凡修畢該學程者，均承認其已修習之課程為外系選修學分，至多承認 21

學分。 

3. 香港二技專班學生選修外系課程認定畢業學分上限為 12 學分(選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體育不予

承認畢業學分)，惟因必修成績不及格重修外系課程抵免者，不計入 12 學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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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102 學年度「香港、陸生二技專班」課程流程圖 

(講授時數-實習時數-學分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共同必修科目(合計 10 學分。) 

進階閱讀 

2-0-2 

文學欣賞 

2-0-2 

  

通識 

2-0-2 

通識 

2-0-2 
生命教育 

2-0-2 

 

4-0-4 4-0-4 2-0-2  

專業必修科目(合計36 學分。) 

機率與統計 
3-0-3 

實務專題(一) 
1-3-2 

實務專題(二) 
1-3-2 

工程經濟學 
2-0-2 

分析化學 
2-0-2 

質能均衡 
2-0-2 

工程倫理 
2-0-2 

程式語言設計 
1-3-2 

環境化學實驗 
0-3-1 

工業衛生 
3-0-3 

  

環境工程單元操作 
3-0-3 

作業環境測定 
1-3-2 

  

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 
0-3-1 

工業安全工程 
3-0-3 

  

工業安全 
2-0-2 

工業安全實驗 
0-3-1 

  

熱力學概論 
3-0-3 

   

    

13-6-15 10-9-13 3-3-4 3-3-4 

專業選修科目(合計 33 學分。) 

合計: 最低畢業總學分數為 79 學分。 

備註： 

1. 香港二技專班最低畢業總學分為 79 學分，外系學分上限為 7 學分。 

2. 工程數學（一）、工程數學（二）、流體力學、工程力學為基礎課程，未曾修習通過者須補修，

列入畢業學分。 

3. 本系二年制一系兩組－ 

環境工程組與安全衛生組： 

(1)本系二年制學生須至少選修四科專業核心（必）選修課程。 

(2)核心課程：本組選修三科以上(含)，另一組選修一科以上(含)，學期成績須及格。 

 環境工程組核心課程： 

 空氣污染概論、污水工程、給水工程、固體廢棄物、環境規劃與管理、環境工程化學 

 安全衛生組核心課程： 

 數值分析、工業安全管理、衛生管理實務、人因工程、作業環境控制工程、設施規劃 

4. 本系二年制專業選修科目可跨年級選修。 

5.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所）務臨時會議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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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際專案管理學位學程必選修課程流程圖 

講授時數-實習時數-學分數） 

(102 學年度入學適用) 

102.04.11 國際專案管理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審定 

102.05.09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院主管會議修訂 

102.11.19 國際專案管理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校共同必修(含通識 8 學分，計 30 學分) 

體育 

2-0-0 

體育 

2-0-0 

體育 

2-0-0 

體育 

2-0-0 

憲法法治 

2-0-2 

哲學思考 

2-0-2 
  

(Eng.) 

字彙與閱讀(一) 

2-0-2 

(Eng.) 

字彙與閱讀(二) 

2-0-2 

(Eng.) 

進階閱讀 

2-0-2 

應用中文 

2-0-2 

通識 

2-0-2 

通識 

2-0-2 
  

(Eng.) 

英語聽講練習
(一) 

0-2-1 

(Eng.) 

英語聽講練習
(二) 

0-2-1 

通識 

2-0-2 

通識 

2-0-2 
    

散文選讀 

2-0-2 

文學欣賞 

2-0-2 
      

生命教育 

2-0-2 

勞作教育 

服務學習 

0-2-0 

歷史思維 

2-0-2 

勞作教育 

服務學習 

     0-2-0 

      

8-4-7 8-4-7 6-0-4 6-0-4 4-0-4 4-0-4 0-0-0 0-0-0 

院共同必修(計 15 學分) 

管理學(一) 
2-0-2 

管理學(二) 
2-0-2 

統計學(一) 
3-0-3 

  
企業倫理 

2-0-2 
  

經濟學(一) 
3-0-3 

會計學(一) 
3-0-3 

       

8-0-8 2-0-2 3-0-3 0-0-0 0-0-0 2-0-2 0-0-0 0-0-0 

國管學程專業必修科目(26 學分) 

微積分（一） 
3-0-3 

計算機概論 
3-0-3 

商業應用軟
體 

2-0-2 

社會創新
(一) 

3-0-3 

國際局勢 
3-0-3 

國際創新管
理 

3-0-3 

 
 

 

  

管理專題講
座(一) 
3-0-3 

跨文化溝通 
3-0-3 

 
 

   

 
專案管理 

3-0-3 

3-0-3 3-0-3 5-0-5 9-0-9 3-0-3 3-0-3 0-0-0 0-0-0 

選修科目(57 學分） 

   

管理專題講
座(二) 
3-0-3 

社會創新
(二) 

3-0-3 

 國際交換學
習 

12-0-12 
海外研習 

3-0-3 

產業實習
(一) 

1-8-5 
產業實習

(二) 
1-8-5 

 

選修說明： 

1. 學生得依個人興趣選修本校學程(通過校課程會議實施之跨領域學程，如：健康休閒產業學程、自行車
產業學程課程、瑪吉斯學程等)或選修本院各系專業模組課程。 

2. 承 1，如選修本校學程，必須依照該學程修課規範要求進行修課。凡修畢該學程者，均承認其已修習
通過之課程為外系選修學分，至多承認 21 學分。 

3. 承 1，如選修本院各系專業模組課程，必須依照該模組修課規範要求進行修課。凡修畢該模組者，均
承認其已修習通過之課程為外系選修學分，至多承認 36 學分。 

4. 通識課程中軍訓及體育類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語言類至多承認 8 學分。 

5. 海外中五生除原畢業學分(128)外須加修 18 學分(本校各系必、選修課程皆可修讀) 

最低畢業總學分：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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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103學年度 機械工程系 「阿拉伯專班」課程流程圖 

       (講授時數-實習時數-學分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共同科目(合計 22 學分) 

(含共同必修課程10學分、語文課程12學分) 

通識 

2-0-2 

通識 

2-0-2 

通識 

2-0-2 

通識 

2-0-2 

 
進階聽講與閱讀 

2-0-2 

  

2-0-2 4-0-4 2-0-2 2-0-2 

院必修科目(合計 18學分) 

工程科技(一) 

3-0-3 

工程數學(一) 

3-0-3 

工程科技(二) 

3-0-3 

工程數學(二) 

3-0-3 

 

實務專題(一)  

3-0-3 

實務專題(二)   

3-0-3 

專業科目(合計32 學分) 

(必修課程11學分、選修課程21學分) 

材料力學 

3-0-3 

應用力學(一) 

2-0-2 

應用力學(二) 

2-0-2 

 

電子電路實驗 

0-3-1 

 

機械工程實驗(一) 0-3-1 

 

機械工程實驗(二) 0-3-1 

 

 

 

3-3-4 2-3-3 2-3-3  

合計: 最低畢業總學分數為 72 學分。 

備註：可以選修外系學分，但不超過 15 學分(其中體育以不超過 2 學分為限）。 

  (99.4.8 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通識課程超修不計入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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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 電機工程系 「阿拉伯專班」 課程流程圖 

       (講授時數-實習時數-學分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共同科目(合計 22 學分) 

(含共同必修課程10學分、語文課程12學分) 

通識 

2-0-2 

通識 

2-0-2 

通識 

2-0-2 

通識 

2-0-2 

 
進階聽講與閱讀 

2-0-2 

  

2-0-2 4-0-4 2-0-2 2-0-2 

院必修科目(合計 18學分) 

工程科技(一) 

3-0-3 

工程數學(一) 

3-0-3 

工程科技(二) 

3-0-3 

工程數學(二) 

3-0-3 

實務專題(一)  

3-0-3 

實務專題(二)   

3-0-3 

專業科目(合計32 學分) 

(必修12學分、選修20學分) 

必修科目 

電子學(一) 
3-0-3 

電子學(二) 
3-0-3 

  

電路學(一) 
3-0-3 

電路學(二) 
3-0-3 

  

推薦選修科目 

節能省電之技術 

與管理 

3-0-3 

生態倫理與綠色意識        
3-0-3 

  

電子學實習(一) 

0-3-1 

電子學實習(二) 
0-3-1 

  

 
數位邏輯設計 
3-0-3 

  

 
數位邏輯設計實習 
0-3-1 

  

合計: 最低畢業總學分數為 72 學分。 

備註：選修科目以推薦選修科目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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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103學年度「阿拉伯專班」課程流程圖 

       (講授時數-實習時數-學分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共同科目(合計 22 學分) 

(含共同必修課程10學分、語文課程12學分) 

通識 

2-0-2 

通識 

2-0-2 

通識 

2-0-2 

通識 

2-0-2 

 
進階聽講與閱讀 

2-0-2 

  

2-0-2 4-0-4 2-0-2 2-0-2 

院必修科目(合計 18學分) 

工程科技(一) 

3-0-3 

工程數學(一) 

3-0-3 

工程科技(二) 

3-0-3 

工程數學(二) 

3-0-3 

實務專題(一)  

3-0-3 

實務專題(二)   

3-0-3 

專業科目(合計32 學分) 

(必修12學分，選修20學分) 

 

電子學(一) 

3-0-3 

電子學(二) 

3-0-3 

  

電路學(一) 

3-0-3 

電路學(二) 

3-0-3 

  

專業科目(選修) 

合計: 最低畢業總學分數為 72 學分。 

備註：  



第 80 次教務會議                                                                       附件 2 

2-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103學年度 營建工程系 「阿拉伯專班」 課程流程圖 

       (講授時數-實習時數-學分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共同科目(合計 22 學分) 

(含共同必修課程10學分、語文課程12學分) 

通識 

2-0-2 

通識 

2-0-2 

通識 

2-0-2 

通識 

2-0-2 

 
進階聽講與閱讀 

2-0-2 

  

2-0-2 4-0-4 2-0-2 2-0-2 

院必修科目(合計 18學分) 

工程科技(一) 

3-0-3 

工程數學(一) 

3-0-3 

工程科技(二) 

3-0-3 

工程數學(二) 

3-0-3 

實務專題(一)  

3-0-3 

實務專題(二)   

3-0-3 

專業科目(合計32 學分) 

(必修3學分、選修29學分) 

土木施工    

3-0-3    

 
   

合計: 最低畢業總學分數為 72 學分。 

備註：1.可選修本系四技大二以上(含)之必、選修課程做為畢業學分。 

2.承認本校其他系所專業課程為畢業學分(上限為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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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起各系四年制共同必修科目課程流程圖 

課程流程圖（講授時數-實習時數-學分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含通識八學分，計 30 學分） 

體育 

2-0-0 

體育 

2-0-0 

體育 

專項選項 

2-0-0 

體育 

專項選項 

2-0-0 

    

散文選讀 

2-0-2 

文學欣賞 

2-0-2 

應用中文 

2-0-2 

 哲學思考 

2-0-2 

憲政法治 

2-0-2 

  

英文字彙

與閱讀

（一） 

2-0-2 

英文字彙

與閱讀

（二） 

2-0-2 

 進階英語

聽講與閱

讀 2-0-2 

    

歷史思維 

2-0-2 

生命教育 

2-0-2 

      

英語聽講

練習（一） 

0-2-1 

英語聽講

練習（二） 

0-2-1 

通識課程 

2-0-2 

通識課程 

2-0-2 

通識課程 

2-0-2 

通識課程 

2-0-2 

  

勞作教育 

服務學習 

0-2-0 

勞作教育

服務學習 

0-2-0 

      

8-4-7 8-4-7 6-0-4 6-0-4 4-0-4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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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起各系二年制共同必修科目課程流程圖 

課程流程圖（講授時數-實習時數-學分數） 

第一學年（大三）  第二學年（大四）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資管、企管（含通識 2 學分，計 10 學分） 

實用英文 

2-0-2 

 

文學欣賞 

2-0-2 

  

通識課程 

2-0-2 

 

 

勞作教育服務學習 

0-2-0 

 

歷史思維  

2-0-2 

 

 

勞作教育服務學習 

0-2-0 

 

憲政法治 

2-0-2 

 

4-2-4 4-2-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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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大學部(四技)院必修課程，各學院院必課程及學分數說明如下： 

學院 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 設計學院 人文學院 

院必修課程 微積分(一) 

(3-0-3) 

微積分(二) 

(3-0-3) 

物理(一) 

(3-0-3) 

物理(二) 

(3-0-3) 

管理學(一) 

(2-0-2) 

管理學(二)  

(2-0-2) 

會計學  (new) 

(3-0-3) 

經濟學(一) 

(3-0-3) 

統計學(一) 

(3-0-3) 

企業倫理  

(2-0-2) 

素描  

(1-2-2) 

色彩學 

(1-2-2) 

設計概論  

(3-0-3) 

設計美學  

(2-0-2) 

設計倫理與法規 

(2-0-2) 

專業倫理

(2-0-2) 

學分數 12學分 15學分 11學分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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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U Course＋YUNTECH Course  

 2+2 Joint-Degree Program Curriculum 

First  

Semester 

Second 

Semester 

Third  

Semester 

Fourth 

 Semester 

Fifth 

 Semester 

Sixth  

Semester 

Seventh 

Semester 

Eighth  

Semester 

基礎核心課程 Foundational Courses (Required) 

FTU Course （Total 73 Credit Hours）   YunTech Course（Total 69 Credit Hours） 

經濟學（一） 

Economics Ⅰ 

3-0-3 

經濟學（二） 

Economics Ⅱ 

3-0-3 

財金導論（一） 

Introduction to 

Finance Ⅰ 

2-0-2 

財金導論（二） 

Introduction to 

Finance Ⅱ 

2-0-2 

中國語文(一) 
Practical 

Chinese(Ⅰ) 

3-0-3 

中國語文(二) 
Practical 

Chinese(Ⅱ) 

3-0-3 

中國語文(三) 
Practical 

Chinese(Ⅲ) 

3-0-3 

中國語文(四) 
Practical 

Chinese(Ⅳ) 

3-0-3 

會計原理（一）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Ⅰ 

3-0-3 

 

個體經濟學 

Microeconomics 

3-0-3 

 

個體經濟學（二） 

Microeconomics Ⅱ 

2-0-2 

 

中文 

Chinese 

3-0-3 

 

財金書報導讀
（一） 

Guide to read 

financial book & 

newspapers （Ⅰ） 

3-0-3 

財金書報導讀
（二） 

Guide to read 

financial book & 

newspapers （Ⅱ） 

3-0-3 

企業評價 
Business 

Valuation 

3-0-3 

 

 

微積分（一） 

Calculus（Ⅰ） 

3-0-3 

會計原理（二）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Ⅱ 

3-0-3 

 

英文 

English 

3-0-3 

統計學（二） 

Statistics（Ⅱ） 

3-0-3 

 

 管理學 
Management 

Theory 

3-0-3 

  

應用資訊科技：

office 軟體 

App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fice 

Software 

3-0-3 

微積分（二） 

Calculus（Ⅱ） 

3-0-3 

統計學（一） 

Statistics（Ⅰ） 

3-0-3 

財務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3-0-3 

 

 管理會計 
Managerial 

Accounting3-0-3 

  

 應用資訊科技： 

資料處理 

App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ata Processing 

3-0-3 

貨幣銀行學 

Money and Banking 

3-0-3 

     

 

管理核心選修課程 Managerial Elective Courses 

    生產管理 
Production 

Management 

3-0-3 

 

行銷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3-0-3 

 

科技管理 

Technology 

Management 

3-0-3 

 

人力資源管理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3-0-3 

 

專業核心課程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s 

財務報表分析（一） 

Financial Report 

AnalysisⅠ 

2-0-2 

 

財務報表分析（二） 

Financial Report 

Analysis Ⅱ 

2-0-2 

中級會計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3-0-3 

 

銀行會計 

Bank Accounting 

3-0-3 

 

個人理財規劃 
Personal Financial 

Planning 

3-0-3 

投資銀行 
Investment Bank 

3-0-3 

電子商務 
Electronic 

Business 

3-0-3 

國際財務管理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3-0-3 

保險學 

Insurance 

3-0-3 

 

 金融機構管理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3-0-3 

 

App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ultimedia 

應用資訊科技： 

多媒體 

3-0-3 

債券市場 
Bond Markets 

3-0-3 

計量經濟學 
Econometrics 

3-0-3 

不動產估價與
投資 

Real Estate 

valuation and 

investment 

3-0-3 

金融機構管理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3-0-3 

  Financial 

Mathematics 

金融數學 

3-0-3 

 

 投資組合分析 
Investment 

Portfolio and 

Analysis 

3-0-3 

   

    金融軟體應用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software 

3-0-3 

   

*1: Student is required to complete a minimum of 136 credit hours to graduate.  

*2: YunTech Course, the course schedule not the content, is subjective to change. 

*3: 2-0-2 (2 lecture hours per week for 18 weeks- 0 lab hour- 2 credit hours granted) 

*4: 3-0-3 (3 lecture hours per week for 18 weeks- 0 lab hour- 3 credit hours g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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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上)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名冊 

序號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申請條件 
通過 

與否 

入學申

請或繼

獎申請 

獎金 

金額 

請領 

次數 

1 四工程一 A  B10200004 黃威誌 
學測成績 66 級分  

入學 50,000 1 

2 四工設一 A B10231006 桑睿  
 

入學 50,000 1 

3 四財金一 A B10224007 黃雅姿 
統測成績優異，以本校為

第一志願，各科原始成績

全部在前 2%以內 

 
入學 50,000 1 

4 四財金一 A B10224016 劉授原 
 

入學 50,000 1 

5 四財金一 A B10224038 陳俊穎 
 

入學 50,000 1 

6 四財金一 A B10224041 鄭玉娟 
 

入學 50,000 1 

7 四會計一 A B10225042 張盈喬 統測成績優異，以本校為

第一志願，各科原始成績

全部在前 1%以內 

 
入學 80,000 1 

8 四會計一 A B10225045 陳巧瑜 
 

入學 80,000 1 

9 設計學研究所 D10230001 李瑞翔 榜首且錄取重點大學 
 

入學 50,000 1 

10 四工設三 B10031018 許銘珊 

名次/班人數：1/59、排名

百分比 2%以內、學期學

業平均 90.58 分、無不及

格科目、無懲戒處分 

通過 繼獎 50,000 5 

11 四電機二 A B10100001 王建祐 

名次/班人數：6/64、排名

百分比 9%以內、學期學

業平均 81.04 分、無不及

格科目、無懲戒處分 

通過 繼獎 50,000 2 

12 四工設二 A B10131013 鐘淳儀 

名次/班人數：1/55、排名

百分比 2%以內、學期學

業平均 83.77 分、無不及

格科目、無懲戒處分 

通過 繼獎 50,000 3 

13 四工設二 A B10131015 曾子祐 

名次/班人數：5/55、排名

百分比 9%以內、學期學

業平均 82.60 分、無不及

格科目、無懲戒處分 

通過 繼獎 50,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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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申請條件 
通過 

與否 

入學申

請或繼

獎申請 

獎金 

金額 

請領 

次數 

14 企管所 M10122201 李易儒 

名次/班人數：5/34、排名

百分比 15%以內、學期學

業平均 87.80 分、無不及

格科目、無懲戒處分 

通過 繼獎 50,000 2 

15 設計學研究所 M10130006 許盈瑀 

名次/班人數：1/16、排名

百分比 6%以內、學期學

業平均 89.77 分、無不及

格科目、無懲戒處分 

通過 繼獎 50,000 3 

16 建築碩二 M10133001 李雅婷 

名次/班人數：1/23、排名

百分比 4%以內、學期學

業平均 86.60 分、無不及

格科目、無懲戒處分 

通過 繼獎 50,000 3 

 
合計           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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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系所指定重點國立大學（適用 103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 

系、所別 重點國立大學 系別 班別 備註 

工程科技研究所 台灣大學 工程學院相關科系 博士班  

清華大學 工程學院相關科系 博士班  

交通大學 工程學院相關科系 博士班  

成功大學 工程學院相關科系 博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相關科系 博士班  

機械工程系 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工程技術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電機工程系 
 

台灣科技大學 電機相關系所 碩士班  

臺灣大學 電機相關系所 碩士班  

清華大學 電機相關系所 碩士班  

交通大學 電機相關系所 碩士班  

成功大學 電機相關系所 碩士班  

電子工程系 

 

清華大學 電子、電機、光電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交通大學 電子、電機、光電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成功大學 電子、電機、光電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中央大學 電子、電機、光電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電子、電機、光電相關系所 碩士班、博士班  

資訊工程系 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環境與安全衛生
工程系 

臺灣大學 土木、環工、安全衛生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修訂 

交通大學 土木、環工、安全衛生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修訂 

成功大學 土木、環工、安全衛生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修訂 

中央大學 土木、環工、安全衛生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修訂 

中興大學 土木、環工、安全衛生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新增 

化學工程與材料
工程系 

成功大學 化工系 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化工系 碩士班、博士班  

中興大學 化工系 碩士班、博士班  

中正大學 化工系 碩士班、博士班  

中央大學 化材系 碩士班、博士班  

營建工程系 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班  

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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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別 重點國立大學 系別 班別 備註 

中興大學 土木系 碩士班  

台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碩士班  

工業工程與管理
系工業工程組 

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中央大學 工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碩士班、博士班  

台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碩士班  

工業工程與管理
系運籌與供應鏈
管理組 

交通大學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研究所、交通運
輸研究所 

碩士班  

東華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研究所、全球運籌
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成功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政治大學 國際貿易學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暨南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企業管理系 政治大學 企管系、國際經營管理英語碩士學
位學程 

碩士班、博士班  

中山大學 企管系、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大學 企管系、國際企業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成功大學 企管系、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交通大學 企管系 碩士班、博士班  

資訊管理系 中山大學 資管所 碩士班、博士班  

政治大學 資管所 碩士班、博士班  

交通大學 資管所 碩士班、博士班  

中央大學 資管所 碩士班、博士班  

成功大學 資管所 碩士班、博士班  

財務金融系 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所 碩士班、博士班 刪除 

政治大學 財管所、金融所、風險管理所 碩士班、博士班 刪除 

交通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所 碩士班、博士班 刪除 

成功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新增 

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系 碩士班、博士班 新增 

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碩士班、博士班 新增 

會計系碩士班 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 碩士班  

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碩士班  

中正大學 會計系 碩士班 刪除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碩士班  

台灣大學 會計系 碩士班  

台北大學 會計學系 碩士班 新增 

會計系管理博士
班 

台灣大學 會計系、財金系、國企系 博士班  

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系、會計學系 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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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別 重點國立大學 系別 班別 備註 

中山大學 財金系、企管系 博士班  

成功大學 會計系、財金系、企管系 博士班  

設計學研究所 台北科技大學 設計及藝術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新增 

台灣科技大學 設計學院相關科系設計及藝術相關
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修訂 

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刪除 

成功大學 規劃與設計學院相關科系設計及藝
術相關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修訂 

臺灣師範大學 藝術學院相關系所設計及藝術相關
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修訂 

台灣藝術大學 設計學院相關系所設計及藝術相關
科系 

碩士班、博士班 修訂 

工業設計系 台灣科技大學 工商設計系  碩士班  

台北科技大學 工設系 碩士班  

視覺傳達設計系 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台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多媒體動畫藝
術學系 

碩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碩士班  

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 碩士班 刪除 

台灣師範大學 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  

台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碩士班 新增 

建築與室內設計
系 

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碩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建築研究所 碩士班  

交通大學 建築研究所 碩士班  

台北科技大學 建築研究所 碩士班  

台南藝術大學 建築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創意生活設計系 台灣科技大學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台北科技大學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交通大學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成功大學 設計相關系所 碩士班  

台灣師範大學 設計及藝術相關系所 碩士班  

數位媒體設計系 交通大學 建築所、應用藝術所、資訊科學系 碩士班 刪除 

 應用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新增 

成功大學 建築所 碩士班 刪除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 新增 

臺灣大學 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碩士班 刪除 

台灣藝術大學 動畫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新增 

 新媒體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新增 

台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 新增 

台北科技大學 互動媒體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 新增 

應用外語系 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研究所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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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別 重點國立大學 系別 班別 備註 

台灣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所 碩士班  

台北科技大學 應用英文系所 碩士班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碩士班  

文化資產維護系 臺灣大學 城鄉所、歷史所、社會所、人類學
系 

碩士班  

政治大學 企管所、民族學系、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 

碩士班  

成功大學 建築系 碩士班  

清華大學 歷史研究所、人類學研究所、社會
學研究所 

碩士班  

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台灣語文學系、台灣史
研究所、視覺設計學系、藝術史研
究所 

碩士班  

技術及職業教育
研究所 

台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所 碩士班、博士班  

台北科技大學 技職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漢學應用研究所 台灣師範大學 國文研究所 碩士班  

清華大學 中文研究所 碩士班  

中央大學 中文研究所 碩士班  

中正大學 中文研究所 碩士班  

成功大學 中文研究所 碩士班  

休閒運動研究所 嘉義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台灣師範大學 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運動休閒與
餐旅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修訂 

中正大學 運動與休閒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暨休閒運動管理研究
所 

碩士班  

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碩士班  

科技法律研究所 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科技整合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班  

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
智慧財產研究所 

碩士班  

台北大學 法律學系 碩士班  

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 碩士班  

清華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 碩士班  

材料科技研究所 成功大學 材料所 碩士班  

交通大學 材料所 碩士班  

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所 碩士班  

中興大學 材料系 碩士班  

台灣科技大學 材料系 碩士班  



第 80 次教務會議                                                                       附件 9 

9-1 

 

102 學年度工程學院跨院系所學程-『綠色科技學程』課程修訂 

子學程名稱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異動類別 修訂及配套說明 

創意節能與綠色照明

科技學程        

 (電子工程系) 

光電元件 3 更動 四下改三上 

真空系統與技術 3 新增 研一上(大四可選修) 

綠色建築學程    

 (營建工程系) 

建築環境與設備 3 刪除  

工程景觀設計 3 刪除  

建築構造 3 刪除  

橋樑工程 3 刪除  

減廢與污染防制學程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工業安全 3 改名 
原「工業安全概論」改

名為「工業安全」 

工業衛生 3 新增 二下 

有害物廢棄物處理 3 新增 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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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瑪吉斯學程課程施行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瑪吉斯學程現行條文 瑪吉斯學程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學程修課課程規定如

下： 

(一) 必修課程(9 學分)：企業文化

(3 學分)、創新事業導論(或創新事

業規劃 3 學分)、產業實務(3 學分) 

(二) 選修課程(12 學分)： 

1.管理創新：品質管理(3 學分)、科

技與創新管理(3 學分)、精實生產

系統(3 學分)、管理心理學(3 學

分)、品牌管理(3 學分) 

2.設計創新：設計概論(3 學分)、設

計管理(3 學分)、設計行銷(3 學

分)、品牌設計【或品牌與廣告設計

(2 學分)、品牌與展示設計(2 學

分) 、品牌與包裝設計(2 學分)四擇

一】、綠色產品設計【或綠色設計

專論、綠色場域設計、綠色產業設

計）(3 學分)四擇一】、設計實習、

設計生涯規劃(3 學分)、設計經營

與管理(3 學分) 

3.技術創新：專利說明書撰寫(3 學

分)、空調系統節能系統設計(3 學

分)、LabVIEW 圖控程式應用(3 學

分)、可程式控制(3 學分)、機器人

學概論(3 學分)。 

 

第四條 本施行細則經校課程委員

會通過後實施並適用於學程全體

學生。 

第三條 本學程修課課程規定如下： 

(一) 必修課程(9 學分)：企業文化(3

學分)、創新事業導論(或創新事業

規劃 3 學分)、產業實務(3 學分) 

(二) 選修課程(12 學分)： 

1.管理創新：品質管理(3 學分)、科

技與創新管理(3 學分)、精實生產系

統(3 學分)、管理心理學(3 學分)、

品牌管理(3 學分) 

2.設計創新：設計概論(3 學分)、設

計管理(3 學分)、設計行銷(3 學

分)、品牌設計【或品牌與廣告設計

(2 學分)、品牌與展示設計(2 學

分) 、品牌與包裝設計(2 學分)四擇

一】、綠色產品設計【或綠色設計專

論、綠色場域設計、綠色產業設計）

(3 學分)四擇一】、設計實習、設計

生涯規劃(3 學分)、設計經營與創業

(3 學分) 

3.技術創新：專利說明書撰寫(3 學

分)、空調系統節能系統設計(3 學

分)、LabVIEW 圖控程式應用(3 學

分)、可程式控制(3 學分)、機器人

學概論(3 學分)。 

 

 

第四條 本施行細則經本校教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並適用於學程全體學

生。 

第三條  

選修課程(12 學分) 

2.設計創新： 

設計經營與管理 (3

學分)改成設計經營

與創業(3 學分) 

 

 

 

 

 

 

 

 

 

 

 

 

 

 

 

 

 

 

 

 

第四條 

本施行細則經校課

程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並適用於學程全

體學生。 

修正為：本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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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吉斯學程現行條文 瑪吉斯學程修正後條文 說明 

經本校教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並適用於

學程全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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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不動產產業學程施行細則條文對照表 

不動產產業學程現行條文 不動產產業學程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學程修課課程規定如

下： 

（一）核心課程（9 學分）：不動

產法令環境概述、物業管理概

論、產業實務專題及實習 

（二）選修課程：（12 學分，每門

課最多承認 3 學分） 

1. 管理模組：經濟學、財務管理、

行銷管理、不動產估價、不動產

金融與投資、不動產市場分析。 

2. 設計模組：設計概論、設計倫

理與法規、施工估價、營建法規、

建築與不動產開發。 

3. 工程模組：營建概論與工程倫

理、營建管理、建築構造、工程

經濟、營建法規 、工程估價、建

築環境與設備、建築技術史。 

 

 

 

第四條 本施行細則經本校課程

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並適用於學程

全體學生。 

第三條 本學程修課課程規定

如下： 

（一）核心課程（9 學分）：不

動產法令環境概述、物業管

理、產業實務專題及實習 

（二）選修課程：（12 學分，每

門課最多承認 3 學分） 

1. 管理模組：經濟學、財務管

理、行銷管理、不動產估價、

不動產金融與投資、不動產市

場分析。 

2. 設計模組：設計概論、設計

倫理與法規、施工估價、營建

法規、建築與不動產開發。 

3. 工程模組：營建概論與工程

倫理、營建管理、建築構造、

工程經濟、營建法規 、工程估

價、建築環境與設備、建築技

術史。 

 

第四條 本施行細則經本校教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適用於學

程全體學生。 

第三條 

核心課程(9 學分)：「物業

管理概論」改為「物業管

理」。 

 

 

 

 

 

 

 

 

 

 

 

 

 

 

 

 

第四條 

本施行細則經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後實施並適用

於學程全體學生。 

修正為：本注意事項經本

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並適用於學程全體學生。 

 

javascripx:openwindow('/WebNewCAS/Course/Plan/Query.aspx?&101&2&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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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自行車產業學程施行細則條文對照表 

自行車產業學程現行條文 自行車產業學程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施行細則經自行車產

業學程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並

適用於學程全體學生。 

第四條 本施行細則經本校教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並適用於學程全體學

生。 

第四條 

本施行細則經自行車

產業學程課程委員會

通過後實施並適用於

學程全體學生。 

修正為：本注意事項

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並適用於學程

全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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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１：教務章則修正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一、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新生於註冊日前，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報請學校核准後，得保

留入學資格一年。 

(一) 因重病須檢具公立或區

域以上醫院之證明。 

(二) 應徵服役者，應檢具徵

集令影本。 

(三) 因懷孕、生產或哺育幼

兒(零至三足歲)持有相

關證明文件者。 

(四) 境外學生因故不能按時

來校報到入學者。 

(五) 因特殊事故得檢附家長

或監護人同意書。 

上述(一)、(三)、(五)如於保

留期間應徵服役者，須檢具

徵集令影本，向學校申請繼

續保留入學資格至服役期

滿。 

一、新生因重病或特殊事故不能

按時入學，得檢具有關

證明文件於註冊截止

前，向註冊組申請保留

入學資格。 

二、因病申請保留入學資格須檢

具公立或區域以上醫院之證

明；因特殊事故申請保留入

學資格須檢附家長或監護人

同意書。 

六、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學年為

限，如於保留期間應徵服

役，須檢同徵集令影本，向

學校申請繼續保留入學資格

至服役期滿。 

 

合併原條文第一、二、

六點規定，同時增列保

留入學資格申請條件，

以維學生基本受教權

益。 

 

二、申請保留入學資格除須檢附

證明文件外，並須繳交入學

通知、畢業證書、身分證影

印本、兵役證明文件及學籍

表。 

三、申請保留入學資格除須檢附證

明文件外，並須繳交入學通

知、畢業證書、身分證影印

本、兵役證明文件及學籍表。 

序號變更 

 

三、符合保留入學資格者，得向

註冊組領取保留入學資格申

請書，逐項辦理，經核准後，

由學校發給新生保留入學資

格核准書。 

四、符合保留入學資格者，得向註

冊組領取保留入學資格申請

書，逐項辦理，經核准後，由

學校發給新生保留入學資格

核准書。 

序號變更 

 

四、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期限屆滿 五、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期限屆滿 序號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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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攜帶保留入學資格核

准書來校申請入學。 

時，應攜帶保留入學資格核

准書來校申請入學。 

 

五、轉學生、逕俢讀博士學位學

生、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以及

其他各類入學管道之招生簡

章規定者不得辦理保留入學

資格。 

七、研究生以及經由申請入學、

保送甄試等途逕取得入學資

格者不得申請保留。 

序號變更，另調整不得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之限

制。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序號變更 

 

 

二、 休學申請要點第四點、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因故申請休學，以一學年或二

學年為原則；延修生及研究生

得申請一學期。另延修生須於

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休學分

者，第一學期得申請休學，免

予註冊：註冊者至少應選一科

目。 

四、因故申請休學，以一學期、

一學年或二學年為原則。延修

生須於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休

學分者，第一學期得申請休

學，免予註冊：註冊者至少應

選一科目。 

一、 修訂與學則規定

相符。 

二、 大學部同學申請

以一學年為限，主

要在於必修課程

擋修、衝堂、無課

可修及復學時班

級規屬等衍生後

續問題。 

七、學生因懷孕(含生產、小產)或

哺育幼兒(零至三足歲) 檢具

證明而休學者，比照休學服兵

役之規定，其休學期間不計入

休學年限。 

七、學生因懷孕(含生產、小產)

而休學者，比照休學服兵役之

規定，其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

年限。 

修訂與學則規定相符。 

 

三、抵免學分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 (所) 學生。 

(二)轉學生。 

(三)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

生。 

二、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 (所) 學生。 

(二)轉學生。 

(三)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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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

取得學分後入學修讀學位

者。 

(五) 四年制新生入學前，曾於

專科以上學校修習及格之

科目及學分得酌情抵免。 

(六) 二年制新生入學前，曾於

教育部認可之大學，修習

三年級以上課程及格之科

目及學分得酌情扺免。 

(七) 在學期間從事學習與課程

相關之實務工作，得申請

採計抵免學分；規定實習

年限之各系，其學生入學

前之實務經驗與所學相關

者，亦得申請抵免。 

(八) 碩士班學生於修學士學位

期間先修碩士班課程成績

七十分以上，且此課程不

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規

定者，得申請抵免課程（不

含大碩合開課程）至多六

學分，預研生及甄試生不

受六學分限制。 

(九) 博士班學生於修碩士學位

期間先修博士班課程成績

七十分以上，且此課程不

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數規

定者，得申請抵免課程（含

碩博合開課程）至多六學

分，甄試生不受六學分限

制。 

(十) 經本校核准出國交換學生

或參加報部有案之短期進

修課程。 

(四)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

取得學分後入學修讀學位

者。 

(五) 四年制新生入學前，曾於

專科以上學校修習及格之

科目及學分得酌情抵免。 

(六) 二年制新生入學前，曾於

教育部認可之大學，修習

三年級以上課程及格之科

目及學分得酌情扺免。 

(七) 在學期間從事學習與課程

相關之實務工作，得申請

採計抵免學分；規定實習

年限之各系，其學生入學

前之實務經驗與所學相關

者，亦得申請抵免。 

(八) 碩士班學生於修學士學位

期間先修碩士班課程成績

七十分以上，且此課程不

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規

定者，得申請抵免課程（不

含大碩合開課程）至多六

學分，預研生及甄試生不

受六學分限制。 

(九) 博士班學生於修碩士學位

期間先修博士班課程成績

七十分以上，且此課程不

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數規

定者，得申請抵免課程（含

碩博合開課程）至多六學

分，甄試生不受六學分限

制。 

(十) 其他特殊情形，經簽准抵

免者。 

 

 

 

 

 

 

 

 

 

 

 

 

 

 

 

 

 

 

 

 

 

 

 

 

 

 

 

 

 

 

 

 

 

 

 

配合目前實際作業，增

加交換生得申請抵免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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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其他特殊情形，經簽准

抵免者。 

三、第二點所列各類學生抵免學分

多寡與轉 (編) 入年級配合

規定如下： 

(一)轉系生轉入二年級者，其

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

一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

則；轉入三年級者，其抵免

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一、二

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

則，自轉入年級起，每學期

最低應修學分數不得減

少。又申請轉入三年級者，

以抵免相當學分後，於修業

年限 (不包括延長年限)

內，依照學期限修學分規

定，可修畢轉入學系最低畢

業學分者為限；否則，應降

級轉二年級。 

(二)轉學生比照前款規定辦

理。 

(三)重考(含專科畢業生)或重

新申請入學之新生，依法

取得學籍時，其已修及格

之科目學分，得酌情辦理

抵免及提高編級，但至少

須修業一年並依照各學期

限修學分數修習始可畢

業。大學部四年制最多抵

免七十學分，大學部二年

制最多抵免三十六學分，

研究生最多抵免該所畢業

學分的二分之一(不含論文

三、第二條所列各類學生抵免學分

多寡與轉 (編) 入年級配合

規定如下： 

(一)轉系生轉入二年級者，其

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

一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

則；轉入三年級者，其抵免

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一、二

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

則，自轉入年級起，每學期

最低應修學分數不得減

少。又申請轉入三年級者，

以抵免相當學分後，於修業

年限 (不包括延長年限)

內，依照學期限修學分規

定，可修畢轉入學系最低畢

業學分者為限；否則，應降

級轉二年級。 

(二)轉學生比照前款規定辦

理。 

(三)重考(含專科畢業生)或重

新申請入學之新生，依法

取得學籍時，其已修及格

之科目學分，得酌情辦理

抵免及提高編級，但至少

須修業一年並依照各學期

限修學分數修習始可畢

業。大學部四年制最多抵

免 70 學分，大學部二年制

最多抵免 36 學分，研究生

最多抵免該所畢業學分的

二分之一(不含論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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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由校酌情編入適當

年級。 

(四)已獲得學位之科目大學部

四年制最多抵免七十學

分，大學部二年制最多抵

免三十六學分，研究所最

多抵免該所畢業學分的三

分之一(不含論文學分)，並

授予各系審核機制。 

(五)每學期累計各校取得之推

廣教育學分，學士程度學

分班者，至多以十八學分

為限；碩士程度學分班

者，至多以九學分為限。 

分)，由校酌情編入適當年

級。 

(四)已獲得學位之科目大學部

四年制最多抵免 70 學分，

大學部二年制最多抵免 36

學分，研究所最多抵免該

所畢業學分的三分之一(不

含論文學分)，並授予各系

審核機制。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

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

法」辦理 

八、抵免學分之申請，每人以辦理

一次為限，得在各學期開學後

依行事曆規定日程辦理，入學

後修習之科目不得提出抵免

(轉系及經本校核准出國交換

學生或參加報部有案之短期

進修課程例外)。 

八、抵免學分之申請，每人以辦理

一次為限，得在各學期開學後

依行事曆規定日程辦理，入學

後修習之科目不得提出抵免。 

配合目前實際作業 

 

四、學生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第六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本校學生依第二點第 (一)、

(二)、(三)、(四) 款規定出國

或赴大陸地區而未辦理休學

者，其於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期

間所修習之科目學分，得由本

校酌予採認(授課原則以十八

小時為一學分)，其出國或赴

大陸地區進修時間並得列入

修業年限計算，至多以一年為

限。本校採認學生國外或大陸

地區修習之科目學分，應登錄

六、本校學生依第二點第 (一)、

(二)、(三)、(四) 款規定出國

或赴大陸地區而未辦理休學

者，其於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期

間所修習之科目學分，得由本

校酌予採認，其出國或赴大陸

地區進修時間並得列入修業

年限計算，至多以一年為限。

本校採認學生國外或大陸地

區修習之科目學分，應登錄於

學生歷年成績表，經教育部核

依據教育部 100 年 3 月

16 日臺陸字第

1000036401 號函內

容，明確訂出學生回國

後可採計學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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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生歷年成績表，經教育部

核准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者，應

於備註欄註記教育部核准出

國或赴大陸地區文號。 

准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者，應於

備註欄註記教育部核准出國

或赴大陸地區文號。 

 

五、大學部學生學業成績優良提前畢業處理要點第二點、第三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學生成績合於下列標準者，得

申請提前一學年或一學期畢

業： 

(一) 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在

八十分以上。 

(二) 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在八十

分以上。 

(三) 各學期名次在該班學生數

前百分之十以內。 

二、學生成績合於下列標準者，

得申請提前一學年或一學期

畢業： 

(一) 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在

八十分以上。 

(二) 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在八十

分以上。 

(三) 各學期名次在該班學生數

前百分之五以內。 

未修訂(供參) 

 

三、學生合於上述規定，得於規定

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前

一學年，於學期加退選後一週

內或期末第十五至十六週，向

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提前

畢業。申請提前一學期畢業者

應填據提前畢業申請書並檢

附歷年成績單及當學期選課

證明單向註冊組提出申請；申

請提前一學年畢業者應填據

提前畢業申請書並檢附歷年

成績單及當學期選課證明

單、次學期修課計劃申請書向

註冊組提出申請。 

三、學生合於上述規定，得於規定

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前

一學年，學期加退選後一週

內，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

提前畢業。申請提前一學期畢

業者應填據提前畢業申請書

並檢附歷年成績單及當學期

選課證明單向註冊組提出申

請；申請提前一學年畢業者應

填據提前畢業申請書並檢附

歷年成績單及當學期選課證

明單、次學期修課計劃申請書

向註冊組提出申請。 

1. 配合研究生申請提前

入學。 

2. 使未能於學期加退選

後一週內提出申請之

符合提前畢業標準

者，因升學、當兵或

就業等之考量，於學

期結束前還有提出申

請之機會。 

 

六、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要點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校各系(所)得招收本校大

學部在校學生為碩士班預備

二、本校各研究所得招收本校大

學部在校學生為碩士班預備

1.依據預研生申請作業

期程意見調查結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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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 

凡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生修

業滿五學期，二年制學生修業

滿一學期，符合各系(所)「碩

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所

規定之甄選資格者，應於當學

期結束後填寫申請表，並備妥

歷年成績表、修課計畫等，經

系主任同意後送各相關系

(所)審查。各系(所)甄選通過

預研生名單第一學期應於每

年一月三十一日前、第二學期

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送教

務處備查。 

同時獲本校兩個以上系(所)

錄取為預研生者，應於本校指

定日期之前選擇一所報到，並

以書面聲明放棄其他系(所)

預研生錄取資格。 

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 

   凡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生修

業滿五學期，二年制學生修業

滿一學期，二年制在職進修班

學生修業滿三學期，符合各研

究所「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

規定」所規定之甄選資格者，

應於當學期結束後填寫申請

表，並備妥歷年成績表、修課

計畫等，經系主任同意後送各

相關研究所審查。各所甄選通

過預研生名單應於每學年第

一學期開學前送教務處備查。 

同時獲本校兩個以上研究所錄

取為預研生者，應於本校指定

日期之前選擇一所報到，並以

書面聲明放棄其他所預研生

錄取資格。 

理(教務處 102年 9月

12 日雲科大註字第

02057 號書函)。 

2.研究所修正為系

(所)。 

3.本校已無招收二年制

在職進修班學生，爰

予以刪除。 

4.各系(所)如尚有缺

額，為使第二學期未

能及時參加甄選之學

生仍有機會參與，爰

增加於第一學期再次

受理申請。 

 

七、學生請領中英文證件須知第三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須知所指各項證件名稱、申請

手續及應注意事項如下表︰ 

 備註 

中

文

成

績

單 

1.中文成績單分學期及歷年兩

種，申請份數及時間不拘。 

2.中文成績單學期每份工本費

十元，歷年 成績單每份二十

元。 

3.代申請者應附申請人委託

書；亦可以通訊 (附回郵信

封、郵資及所需費用) 方式

辦理。 

4.成績單上各種成績，概照原

成績以阿拉伯數字記之。 

三、本須知所指各項證件名稱、申請

手續及應注意事項如下表︰ 

 備註 

中

文

成

績

單 

1.中文成績單分學期及歷年兩

種，申請份   數及時間不

拘。 

2.中文成績單學期每份工本費

十元，歷年 成績單每份二

十元。 

3.代申請者應附申請人委託

書；亦可以通訊 (附回郵信

封、郵資及所需費用) 方式

辦理。 

4.成績單上各種成績，概照原

1. 依「各類文件申請暨繳

費單」申請項目增

列：歷年成績單影

本、英文成績單彌封

信封、中文學位證書

影本。 

2. 辦理退學同學偶有修

業證明書遺失情況，故為

方便同學補發，特增列

「補發中、英文修業證明

書」一項 



第 80 次教務會議                                                                     附件 10 

10-8 

 

5.歷年成績單影本每份五元。 

英

文

成

績

單 

1.英文成績單均以歷年全部成

績為限，不得選請核發某一

學期或某一學年之成績。  

2.每份工本費新台幣二十元。 

3.代申請者，應附申請人委託

書；亦可以通訊 (附回郵信

封、郵資及所需費用) 方式

辦理。 

4.成績單上各種成績，概照原

成績以阿拉伯數字記之。 

5.英文成績單彌封信封每封三

元。 

修

業

證

明

書 

1.有下列情形者，不得發給修

業證明書： 

1) 在校未修滿一學期以上

或無學業成績者。 

2) 學籍未經核准者。 

3) 開除學籍者。 

2.僑生、外籍生得於取得中文

修業證明書後，至註冊組填

表申請發給英文修業證明

書，於三個工作天後取件。 

3.補發中、英文修業證明書每

份二十元。 

補

發

中

文

學

位

證

明

書 

1.申請時攜帶身分證繳驗。 

2.每份工本費新台幣一百元。 

3.處理作業約需二個星期之工

作天。 

4.中文學位證書影本每份五

元。 

 

成績以阿拉伯數字記之。 

 

英

文

成

績

單 

1.英文成績單均以歷年全部成

績為限，不得選請核發某一

學期或某一學年之成績。  

2.每份工本費新台幣二十元。 

3.代申請者，應附申請人委託

書；亦可以通訊 (附回郵信

封、郵資及所需費用) 方式

辦理。 

4.成績單上各種成績，概照原

成績以阿拉  伯數字記之。 

 

修

業

證

明

書 

1.有下列情形者，不得發給修

業證明書： 

(1)、 在校未修滿一學期以

上或無學業成績者。 

(2)、 學籍未經核准者。 

(3)、 開除學籍者。 

2.僑生、外籍生得於取得中文

修業證明書後，至註冊組填

表申請發給英文修業證明

書，於三個工作天後取件。 

 

 

補

發

中

文

學

位

證

明

書 

1.申請時攜帶身分證繳驗。 

2.每份工本費新台幣一百元。 

3.處理作業約需二個星期之工

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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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要點 

80 年 8 月 6 日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83 年 9 月 6 日第 12 次教務會議修訂 

84 年 8 月 7 日第 15 次教務會議修訂 

88 年 5 月 12 日第 27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2 月 25 日第 80 次教務會議修訂 

一、 新生於註冊日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請學校核准後，得保

留入學資格一年。 

(一) 因重病須檢具公立或區域以上醫院之證明。 

(二) 應徵服役者，應檢具徵集令影本。 

(三) 因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零至三足歲)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者。 

(四) 境外學生因故不能按時來校報到入學者。 

(五) 因特殊事故得檢附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上述(一)、(三)、(五)如於保留期間應徵服役者，須檢具徵集令影本，向學校申請繼

續保留入學資格至服役期滿。 

二、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除須檢附證明文件外，並須繳交入學通知、畢業證書、身分證影

印本、兵役證明文件及學籍表。 

三、 符合保留入學資格者，得向註冊組領取保留入學資格申請書，逐項辦理，經核准後，

由學校發給新生保留入學資格核准書。 

四、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期限屆滿時，應攜帶保留入學資格核准書來校申請入學。 

五、 轉學生、逕俢讀博士學位學生、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以及其他各類入學管道之招生簡

章規定者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六、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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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休學申請要點 

85 年 4 月 23 日第 17 次教務會議修訂 

85 年 10 月 8 日第 18 次教務會議修訂 

88 年 5 月 12 日第 27 次教務會議修訂 

94 年 9 月 7 日第 44 次教務會議修訂 

96 年 7 月 12 日第 50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1 年 10 月 02 日第 75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2 月 25 日第 80 次教務會議修訂 
 

一、凡學生欲辦理休學者，須持有關證明文件 (因病或懷孕者-含生產、小產須附醫院證

明、因故者須附書面證明)，提出申請。 

二、申請休學者應親自填妥申請單上各項基本資料，一經核准後，始向申請單上所載相

關單位辦理離校手續，最後並將校園卡繳回承辦單位完成休學手續。 

三、休學離校手續應於七天內辦妥，逾期者視同申請無效。辦妥離校手續者，得填表向

業務單位申請休學證明書。 (此項證明書將逕寄申請者家中或於七個工作天後領取) 

四、因故申請休學，以一學年或二學年為原則；延修生及研究生得申請一學期。另延修

生須於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休學分者，第一學期得申請休學，免予註冊：註冊者至少

應選一科目。 

五、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惟因重病、特殊事故或因從事實務工作，須再申請休學

者，得酌予延長休學年限一年。 

六、凡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得於服役期滿後，附服役截止日期證明，辦理復學，服役

期間得不受休學二學年之限制。 

七、學生因懷孕(含生產、小產)或哺育幼兒(零至三足歲) 檢具證明而休學者，比照休學

服兵役之規定，其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八、休學學生應於休學期滿前一星期向註冊組辦理申請復學 (通信亦可) ，經教務長核准

後，得於原肄業之系 (組) 及相銜接學年或學期肄業。 

九、學生休學期滿因故無法復學時，應予退學。 

十、學期考試開始前七日，不接受該學期之休學申請，凡於學期註冊開始後申請休學者，

必須先行辦理註冊手續。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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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要點 

93 年 4 月 14 日第 38 次教務會議修訂 

94年3月16日第42次教務會議修訂 

95年3月22日第45次教務會議修訂 

95年11月15日第47次教務會議修訂 

96年4月11日第48次教務會議修訂 

99年10月26日第65次教務會議修訂 

101 年 4 月 20 日第 73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1年10月02日第75次教務會議修訂 

101年12月26日第76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6 月 5 日第 78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0 月 1 日第 79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2 月 25 日第 80 次教務會議修訂 

 

一、本校學生抵免學分，依本要點辦理。 

二、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 轉系 (所) 學生。 

(二) 轉學生。 

(三) 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 

(四) 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取得學分後入學修讀學位者。 

(五) 四年制新生入學前，曾於專科以上學校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得酌情抵免。 

(六) 二年制新生入學前，曾於教育部認可之大學，修習三年級以上課程及格   

之科目及學分得酌情扺免。 

(七) 在學期間從事學習與課程相關之實務工作，得申請採計抵免學分；規定實習年

限之各系，其學生入學前之實務經驗與所學相關者，亦得申請抵免。 

(八)  碩士班學生於修學士學位期間先修碩士班課程成績七十分以上，且此課  

程不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規定者，得申請抵免課程（不含大碩合開課程）至

多六學分，預研生及甄試生不受六學分限制。 

(九) 博士班學生於修碩士學位期間先修博士班課程成績七十分以上，且此課程不計

入碩士班畢業學分數規定者，得申請抵免課程（含碩博合開課程）至多六學分，

甄試生不受六學分限制。 

(十)  學生入學後出國交換學生或參加報部有案之短期進修課程。 

(十一) 其他特殊情形，經簽准抵免者。 

三、第二條所列各類學生抵免學分多寡與轉 (編) 入年級配合規定如下： 

(一) 轉系生轉入二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一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

則；轉入三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一、二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

則，自轉入年級起，每學期最低應修學分數不得減少。又申請轉入三年級者，

以抵免相當學分後，於修業年限 (不包括延長年限)內，依照學期限修學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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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修畢轉入學系最低畢業學分者為限；否則，應降級轉二年級。 

(二) 轉學生比照前款規定辦理。 

(三) 重考(含專科畢業生)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依法取得學籍時，其已修及格之科

目學分，得酌情辦理抵免及提高編級，但至少須修業一年並依照各學期限修學

分數修習始可畢業。大學部四年制最多抵免七十學分，大學部二年制最多抵免

三十六學分，研究生最多抵免該所畢業學分的二分之一(不含論文學分)，由校酌

情編入適當年級。 

(四) 已獲得學位之科目大學部四年制最多抵免七十學分，大學部二年制最多抵免三

十六學分，研究所最多抵免該所畢業學分的三分之一(不含論文學分)，並授予各

系審核機制。 

(五) 每學期累計各校取得之推廣教育學分，學士程度學分班者，至多以十八學分為

限；碩士程度學分班者，至多以九學分為限。 

四、抵免學分之範圍如下： 

(一) 必修學分 (含共同科目及通識科目)。 

(二) 選修學分。 

(三) 輔系學分 (含轉系或轉學而互換主、輔系者)。 

(四) 雙主修。 

五、抵免學分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 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 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 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六、不同學分之互抵依下列規定： 

(一) 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 以少抵多者：抵免部分學分後無法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應從嚴處理；抵免部

分學分後可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得從寬處理。 

(三) 以原校所修相等部定科目學分抵免本校提高校訂必修學分者，抵免後以較少學

分登記，所缺學分應補修。 

七、本校研究所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修研究所專技英文閱讀課程(103 學年度

始入學之學生不適用)： 

(一) 全民英檢中級以上。 

(二) 托福 (TOEFL) 測驗：ITP 460 分以上；IBT 57 分以上。 

(三) 國際英語測試 (IELTS) 4 以上。 

(四) 多益 (TOEIC) 測驗 550 分以上。 

尚未列入之各項英文檢定考試，等同全民英檢中級以上。 



第 80 次教務會議                                                                     附件 10 

10-13 

 

八、抵免學分之申請，每人以辦理一次為限，得在各學期開學後依行事曆規定日程辦理，

入學後修習之科目不得提出抵免(轉系及經本校核准出國交換學生或參加報部有案之

短期進修課程例外)。 

九、抵免學分之審核，軍訓科目由軍訓室審查之；共同科目、體育由校共同課程支援單

位負責審查；通識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審查；其餘各系、所專業科目由各該系、

所負責審查，並由教務處複核。審查抵免學分得以甄試或其他方式行之。 

十、抵免後之科目，其原有成績本校不計入學生之學期成績，僅於成績欄中註明「抵免」

二字。轉系 (所) 學生其扺免科目除採記學分外，並採記成績。 

十一、四技生以五專學力申請抵免者，其專科一至三年級修習之科目不得辦理抵免；二

技生以大學學力申請抵免者，其大一至大二修習之科目不得辦理抵免。 

十二、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修讀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要點有關規定酌情抵

免。 

十三、專業課程修習超過十年者，不得提出抵免申請。 

十四、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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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 

87 年 10 月 29 日第 25 次教務會議通過 

94 年 5 月 26 日第 43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0 年 5 月 25 日第 69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1 年 4 月 20 日第 73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0 月 1 日第 79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2 月 25 日第 80 次教務會議修訂 

 

一、 本校各系日、夜間部、研究所碩、博士班學生於肄業期間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有關

學業與學籍之處理，均依本要點辦理。 

二、 本要點適用之學生如左： 

(一) 經所屬系、所推薦並經學校核准至國外或大陸地區大學院校研究或修讀科目學

分者。 

(二) 政府機關遴選至國外或大陸地區大學院校研究或修讀科目學分者。 

(三) 經本校選派為有合作關係之外國或大陸地區大學院校交換學生者。 

(四) 經所屬研究所推薦並經學校核准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從事學位論文有關研究者。 

(五) 依就讀系、所課程或研究需要經系所推薦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觀摩或見習者。 

(六) 代表學校或國家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參加國際性活動或會議者。 

(七) 代表國家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參加國際性藝能競賽者。 

(八) 獲選為國家運動代表出國或赴大陸地區移地訓練或參加競賽者。 

(九) 因直系血親或配偶病危或死亡必須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探病或奔喪者。 

(十) 其他特殊事故者。 

三、 本校與國外或大陸地區大學校院進行學生交流合作之短期研修(交換)，所修之學分

採認以教育部認可名冊所列之學校為限。 

採認研修學分之計算依大學法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四、 本校學生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期限規定如左： 

(一) 以事假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者，以未達學期授課時間三分之一為限。 

(二) 以公假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者，以未達學期授課時間三分之一為原則。 

(三) 以休學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者，以學則規定休學之期限為限。 

(四) 以實習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者，以三個月為原則。 

(五) 依第二點第(一)、(二)、(三)、(四)款之規定出國或赴大陸地區進修者，以一年

為限，但無兵役義務之博士班研究生，得再延長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進修

期間得視實際需要選擇是否辦理休學。 

五、 本校學生，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期間影響註冊或學期考試者，得准返校後補行註冊或

考試。 

六、 本校學生依第二點第 (一)、(二)、(三)、(四) 款規定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而未辦理休

學者，其於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期間所修習之科目學分，得由本校酌予採認(授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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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八小時為一學分)，其出國或赴大陸地區進修時間並得列入修業年限計算，至多

以一年為限。本校採認學生國外或大陸地區修習之科目學分，應登錄於學生歷年成

績表，經教育部核准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註記教育部核准出國或赴大

陸地區文號。 

七、 本校學生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期間，如有違犯校規或其他不端情事或逾期未返校者，

應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及學則之規定處理。 

八、 年滿十六歲當年一月一日起屆滿三十五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之學生，應另依「接近役齡男子申請出境作業規定」或「役男出境處理辦法」或「教

育部審核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在學男生出國參加國際學術體育活動處理要點」之規

定辦理。 

九、 本校學生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有關申請護照及入出境許可，支領、停發或賠償公費

及獎學金，或其他未規定事項，另依有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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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學業成績優良提前畢業處理要點 

  87 年 10 月 29 日第 25 次教務會議通過 

88 年 10 月 27 日第 28 次教務會議修訂 

94 年 5 月 26 日第 43 次教務會議修訂 

94 年 9 月 7 日第 44 次教務會議修訂 

95 年 5 月 5 日台(四)字第 0950065171 號函備查 

102 年 10 月 1 日第 79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2 月 25 日第 80 次教務會議修訂 

 

一、 本要點依據本校學則第五十三條訂定。 

二、 學生成績合於下列標準者，得申請提前一學年或一學期畢業： 

(一)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在八十分以上。 

(三)各學期名次在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三、 學生合於上述規定，得於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前一學年，於學期加退選後

一週內或期末第十五至十六週，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提前畢業。申請提前一學

期畢業者應填據提前畢業申請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及當學期選課證明單向註冊組

提出申請；申請提前一學年畢業者應填據提前畢業申請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及當學

期選課證明單、次學期修課計劃申請書向註冊組提出申請。 

四、 註冊組將申請書彙齊後送各系所進行畢業資格初審，經系所確認後送教務處進行複

審。經審核通過，併同當學期授予學位名冊一併呈請校長簽核。 

五、 經審核通過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撤銷。 

六、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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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要點 

94年3月16日第42次教務會議訂定 

96年7月12日第50次教務會議訂定 

102年10月1日第79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2 月 25 日第 80 次教務會議修訂 

 

一、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就讀本校相關研究所碩士班，以期達到連續學習及

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各系(所)得招收本校大學部在校學生為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 

凡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生修業滿五學期，二年制學生修業滿一學期，符合各系(所)

「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所規定之甄選資格者，應於當學期結束後填寫申請

表，並備妥歷年成績表、修課計畫等，經系主任同意後送各相關系(所)審查。各系(所)

甄選通過預研生名單第一學期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第二學期應於每年六月三

十日前送教務處備查。 

同時獲本校兩個以上系(所)錄取為預研生者，應於本校指定日期之前選擇一所報

到，並以書面聲明放棄其他系(所)預研生錄取資格。 

三、 各學系、研究所應共同輔導預研生選修課程，學生選課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四、 取得預研生資格學生必須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期限屆滿（含）前取得學士學位，

並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入學考試，經錄取後，該預研生始正式取得本校

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五、 本校欲招收預研生之研究所應成立「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委員會」，所長為當然

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另由所長聘任委員二至四人，經所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

查。 

六、 本校欲招收預研生之研究所需依本辦法訂定「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內含

每年招收預研生名額、甄選資格、甄選方式等，經呈報所屬學院院長、教務長、校

長核准後，由教務處公布實施。 

七、 預研生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其修業成績達七

十分以上者，其學分可承認為碩士班應修之學分(不含論文學分)。但研究所課程若

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不得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八、 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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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請領中英文證件須知 

88 年 10 月 17 日 89 學年度第 1 次處務會議修訂 

91 年 4 月 16 日 90 學年度第 2 次處務會議修訂 

91 年 11 月 1 日 91 學年度第 1 次處務會議修訂 

94 年 3 月 9 日 93 學年度第 2 次處務會議修訂 

95 年 6 月 29 日 94 學年度第 46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2 月 25 日第 80 次教務會議修訂 

 

一、本校學生申請中、英文證件，除學則另有規定外，均依本須知辦理。 

二、開除學籍之學生依本校學則之規定不發給任何學歷證件。 

三、本須知所指各項證件名稱、申請手續及應注意事項如下表︰ 

 申請手續 備註 

中

文

成

績

單 

一、到校申請 

  1.八十六學年度(含)以前畢業之校友： 

   (1)至註冊組填寫申請單。 

   (2)至出納組繳交工本費。 

   (3)將申請聯交註冊組辦理，並於當日取

件。  

  2.八十七學年度以後畢業之校友及在在

校生：直接利用投幣系統列印，並交

由註冊組工作人員加蓋章戳。 

二、通訊申請 

  1.填寫申請單(申請單可上本校網址教務

處網頁找尋)。 

  2.至郵局申購匯票，抬頭「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3.附書明收件人姓名地址之回郵信封。 

1.中文成績單分學期及歷年兩種，申請

份   數及時間不拘。 

2.中文成績單學期每份工本費十元，歷

年 成績單每份二十元。 

3.代申請者應附申請人委託書；亦可以

通訊 (附回郵信封、郵資及所需費

用) 方式辦理。 

4.成績單上各種成績，概照原成績以阿

拉伯數字記之。 

5.歷年成績單影本每份五元。 

英

文

成

績

單 

1.填寫申請單。 

2.繳交工本費。 

3.將申請聯交註冊組辦理。 

4.畢業生初次申請者，憑申請聯於七個工作

天後取件；以後每次申請，均於三個工作

天後取件，非畢業生申請一律於七個工作

天後取件。 

1.英文成績單均以歷年全部成績為

限，不得選請核發某一學期或某一學

年之成績。  

2.每份工本費新台幣二十元。 

3.代申請者，應附申請人委託書；亦可

以通訊 (附回郵信封、郵資及所需費

用) 方式辦理。 

4.成績單上各種成績，概照原成績以阿

拉伯數字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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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文成績單彌封信封每封三元。 

中

文

在

學

證

明

書 

1. 自行將校園卡影印使用。 

2. 利用投幣系統列印，並交由註冊組加蓋

章戳。 

備註： 

凡利用投幣機申請者每份工本費新台幣十

元。 

 

英

文

在

學

證

明

書 

1.填寫申請單。 

2.繳交工本費。 

3.憑校園卡於三個工作天後取件。 

1.每份工本費新台幣十元。 

2.代申請者，應附申請人委託書。 

英 

文 

學 

位 

證 

書 

1.至註冊組填寫申請單。 

2.至出納組繳交工本費。 

3.憑申請單於五個工作天後取件 

1.申請時攜帶中文學位證書及護照影

本。 

2.每份工本費新台幣五十元。 

3.須由學校代寄者，應備妥掛號回郵信

封及郵資。 

4.每位學生限申請一份，可自行影印交

由註冊組加蓋章戳。 

英 

文 

學 

位 

證 

明 

書 

1. 填寫申請單。 

2. 繳交工本費。 

3. 五個工作天後取件。 

1. 每份工本費二十元，申請份數不拘。 

2. 須由學校代寄者，應備妥回郵信封。 

補 

(換) 

發 

校 

園 

卡 

1.至註冊組填寫申請單。 

2.二星期後至註冊組領取並加蓋註冊章戳。 

1.申請換發者憑原證辦理 (足資辨認

者)。 

2.每份工本費新台幣二百五十元。依據

校園卡 IC 卡管理要點規定。 

3.應屆畢業生於辦理離校手續期間遺

失學生證者，亦應照章辦理申請手

續，並繳交工本費，一週後始發予學

位證書。 

休

學
1.辦妥休學離校手續 (詳見本校學生休學 僑生、外籍生得於取得中文休學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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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明

書 

申請要點)。 

2.可繳附回郵信封一個，由註冊組寄發休學

證明書；或於七個工作天後親自取件。 

書後，至註冊組填表申請發給英文休

學證明書，於三個工作天後取件。 

修

業

證

明

書 

1.辦妥退學離校手續 (詳見本校學生退學

申請要點)。 

2.可繳附回郵信封一個，由註冊組寄發修業

證明書；或於七個工作天後親自取件。 

1.有下列情形者，不得發給修業證明

書： 

 (1)在校未修滿一學期以上或無學業

成績者。 

 (2)學籍未經核准者。 

 (3)開除學籍者。 

2.僑生、外籍生得於取得中文修業證明

書後，至註冊組填表申請發給英文修

業證明書，於三個工作天後取件。 

3.補發中、英文修業證明書每份二十

元。 

 

補

發

中

文

學

位

證

明

書 

1.至註冊組填寫申請單。 

2.至出納組繳交工本費。 

3.將申請單送註冊組辦理。 

4.由註冊組於辦妥後通知申請人領取或事

先附回郵信封由學校代寄。 

. 1.申請時攜帶身分證繳驗。 

2.每份工本費新台幣一百元。 

3.處理作業約需二個星期之工作天。 

4.中文學位證書影本每份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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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 2：教務章則修正案         提案單位：課教組 

一、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第六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各級課程委員會會議時，必須

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可

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可決議，課程之修訂須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始可決議。 

六、各級課程委員會會議時，必須

三分之二以上委員親自出席

始可開議，必須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課程

之修訂須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1. 修改後條文規範與

本校各項會議相

同。 

2. 避免各行政主管因

公務無法出席時影

響會議召開。 

 

二、排課原則第十一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一、必修課以不拆班為原則，課

程重(補)修人數達十五人以

上者得開暑修班。各系所如

需分組上課或拆併班，應經

系(所)務會議、院課程委員

會通過，再提報教務會議通

過，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選修課以不拆班、次學期重

複開課為原則。 

十一、必修課以不拆班為原則，

課程重(補)修人數達十五

人以上者得開暑修班。各

系所如需分組上課或拆併

班，應經系(所)、院務會議

通過，再提報教務會議通

過，簽請校長核准後實

施；選修課以不拆班、次

學期重複開課為原則。 

依曾世昌院長建議提

案。 

 

三、授課鐘點計算要點第三點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兼任非組織規程所設職務，如

不分系班主任、配合學校發展

之委員會等組織執行長及特

殊任務小組等得簽請每週減

授 2 鐘點；各學院特別助理及

配合校級大型計畫之執行，得

經簽准酌量減少授課時數，最

高每週核減 4 鐘點。 

 

三、如兼任非組織規程所設職務，

如各學院特別助理、不分系

班主任、配合學校發展之委

員會等組織執行長及特殊任

務小組等得簽請每週減授 2

鐘點；如配合校級大型計畫

之執行，得經簽准酌量減少

授課時數，最高每週核減 4

鐘點。 

配合 102.10.1 第 79 次

教務會議決議，各學院

特別助理經簽准最高

每週得減 4 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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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 

87年5月27日第24次教務會議修訂 

88年10月27日第28次教務會議修訂 

90年4月27日第31次教務會議修訂 

95年3月22日第45次教務會議修訂 

95年11月15日第47次教務會議修訂 

98年10月6日第61次教務會議修訂 

99年1月8日第62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2 月 25 日第 80 次教務會議修訂 

 

一、依大學法暨教育部 (八三) 高字○一六五○八號函規定，特設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新設系所課程之研議。 

(二)各系所課程內容及配當 (含共同必修科目、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 之審議。 

(三)各系所教學之自我評鑑。 

本會于各系 (科) 分設系 (科) 級課程委員會，其職掌為研訂各系所之課程。 

(四)協調跨學院課程相關事宜。 

本會于各系(科)、院，分設系(科)、院級課程委員會，其職掌為研訂各系(所)、

院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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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務長、課程及教學組組長等組成，教務長為主

任委員。 

(二)院級課程委員會由各院院長、各系所主任、各系所教師代表一名(須為系課程委

員會委員及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等組成，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三)系 (所) 、中心課程委員會由五至九位委員組成，系 (所) 、中心主任為當然委

員兼召集人，並推選助理教授職等以上教師四至八人為委員，系上助理教授人

數不足時，得以講師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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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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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會各級委員會主任委員或召集人，其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之任期為準，其餘委員之

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代理委員連任以一次為限。 

各級委員會應置候補委員一人，遇有教師代表於任期中出缺或奉准借調、休假研

究、留職留(停)薪進修研究時，由原推選單位之候補委員遞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

任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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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級課程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各級課程委員會會議時，必須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始可決議，課程之修訂須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七、有關同一學院各系課程之協調事宜，得由各學院諮詢委員會召集人召集該學院之系

主任、校課程委員與校外學界及業界代表組成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時由學院諮詢

委員會召集人主持。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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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排課原則 

86年9月2日第21次教務會議修訂 

86年11月26日第23次教務會議修訂  

88年5月12日第27次教務會議修訂 

89年5月24日第29次教務會議修訂 

94年3月16日第42次教務會議修訂 

98年3月25日第57次教務會議修訂 

99年12月31日第66次臨時教務會議修訂 

101年10月2日第75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年10月1日第79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2 月 25 日第 80 次教務會議修訂 

 

一、本原則係依據教育部、本校各項章則有關規定及各項會議有關決議事項暨本校實際

需要而訂定。 

二、各系所排課前，應依據科目表、課程流程圖所訂該學年課程，提出授課科目表、開

課表，並經系(所)、院務會議通過。 

三、大一由共同學科先排文史科目;大二以上年級，由各系所先排專業課程；但先排課單

位，應儘量保留較完整時段給後排課者，而後排課者如有特殊需求，應事先照會先

排課單位。 

四、各系所任課教師 (含兼任) 排課不宜指定時段或集中日數，宜就每週任教時數，提出

加倍時段 (時段上宜分上、下午各占半數，且日數宜平均分配於週一至週五) 供所屬

系所做排課之參考。為維持教學品質，各系所排課應注意各教師每天上課時數至多

為六小時(在職班另計)。 

五、系所專業必修課程，以專任教師授課為原則。 

六、各系所排課，原則上上午以思考性課程為優先，下午則以體能與實習 (驗) 課程為原

則。 

七、 同一課程同一天儘量不要連排三小時，或同一天上完；但實習 (驗) 課程，則須連

排。同一課程開課達六小時(含實習驗課程)，不得排在同一天上課，國外講座教師

得專簽另案辦理。 

八、 星期三上午三、四節，為週會時間不排課；星期二下午為行政會議時間，擔任一級

主管教師，原則上不排課。 

九、 為顧慮學生中午方便用餐，如上午第四節有排課者，則下午第一節儘量不排課。反

之，如下午第一節有排課者，則上午第四節儘量不排課。 

十、 排課應排在每天正課時間 (即每天上午第Ａ，Ｂ，Ｃ，Ｄ節，下午第Ｅ，Ｆ，Ｇ，

Ｈ，Z節) ，其他節次為補課及課後活動時間，儘量不排課；夜間不得排課，惟研究

所情況特殊之課程，需於夜間排課者，得經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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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備查。夜間不得排課，情況特殊之兼任老師需於夜間排課者，得專案另簽。但在

職進修班不在此限。碩士在職專班以晚上上課為原則，亦得於週六、周日上課或與

一般生共同修課，課程得與一般生合開。 

十一、必修課以不拆班為原則，課程重(補)修人數達十五人以上者得開暑修班。各系所如

需分組上課或拆併班，應經系(所)、院務會議通過，再提報教務會議通過，簽請校

長核准後實施；選修課以不拆班、次學期重複開課為原則。 

十二、課程因安全顧慮、空間或設備不足，需設定修課人數上限時，須經系務會議審查

通過後始得於開排課時設定於課程中（課表及系統），修訂時亦同。此項設定每學

期開課時應重新討論其設定之必要性，並需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執行。 

十三、各系所開課，如科目表內所列科目屬共同科目性質者，則由共同學科開課；如屬

專業科目性質則由系所開課；各系所如需他系所支援教師開課，應於開課前填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各單位申請支援開課教師申請表」，經教師當事人及他系

(所)、院主管同意後辦理。 

十四、課程時間表排定後必選修課程上課時間均不得任意更動，惟選修課如遇特殊情況，

得於加退選前一日經系(所)通過，填寫授課異動申請表並加附已預選修課學生簽名

同意書送課程及教學組備查；加退選期間，均不得再做任何異動。另上課地點及

授課教師之異動，須於加退選結束前填寫授課異動申請表送課程及教學組備查。

本原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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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授課鐘點計算要點 

93年11月10日第41次教務會議修訂 

95年3月22日第45次教務會議修訂 

95年6月29日第46次教務會議修訂 

96年4月11日第48次教務會議修訂 

96年10月19日第51次教務會議修訂 

98年3月25日第57次教務會議修訂 

99年6月4日第64次教務會議修訂 

99年12月31日第66次臨時教務會議修訂 

100年5月6日第68次臨時教務會議修訂 

101年4月20日日第73次教務會議修訂 

101年6月1日第74次教務會議修訂 

101年10月02日第75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年3月27日第77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年6月5日第78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2 月 25 日第 80 次教務會議修訂 

 

一、本要點係依據教育部、本校各項章則有關規定及各項會議有關決議事項暨本校實際

需要而訂定。 

二、教授每週授課時數為八鐘點、副教授、助理教授九鐘點、講師十鐘點。兼任本校組

織規程所列各級行政單位主管、各學院院長、系所主管及依第九條第一項所設中心

主任，每週授課時數核減四鐘點；但兼任系所副主管或兼任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

及第九條第二項所設中心主任者，核減二鐘點。若同時兼任多項行政職務者，最高

核減四鐘點。 

三、如兼任非組織規程所設職務，如配合學校發展之委員會等組織執行長及特殊任務小

組等得簽請每週減授2鐘點；各學院特別助理及配合校級大型計畫之執行，得經簽准

酌量減少授課時數，最高每週核減四鐘點。。 

四、修課人數與授課鐘點計算原則如下： 

(一) 大學部課程修課學生人數達五十六至六十五人，原鐘點數乘一點一；六十六至

七十五人乘一點二；七十六至八十五人乘一點三；八十六至九十五人乘一點

四；九十六人以上乘一點五。研究所（含碩、博士班，不含在職專班）修課學

生人數達三十六至四十五人，原鐘點數乘一點一；四十六至五十五人乘一點

二；五十六至六十五人乘一點三；六十六至七十五人乘一點四；七十六人以上

乘一點五。 

(二) 實務專題及分組課程，不採上述方式計算，另依本要點第五條規定辦理。 

(三) 倘有大班授課需求者，經專案簽准後得依下列方式計算修課人數與授課鐘點倍

數：大學部課程修課學生人數逾六十人，每增加一人以增加零點零二倍鐘點計

算，上限為二倍(一百一十人)，超過者以二倍計算；研究所（含碩、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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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在職專班）修課學生人數逾四十人，每增加一人以增加零點零零二五倍鐘

點計算，上限為二倍(八十人)，超過者以二倍計算。 

(四) 為鼓勵自主管理，各系(所)在符合「合理開課鐘點數」範圍內，得自行訂定修

課人數與授課鐘點倍數，經系(所)、院務會議通過，再提教務會議核備，簽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 

五、凡課程需分組上課或分段分 (合) 授，經簽准後，以教師實際授課時數計算： 

(一) 工程學院、管理學院、人文科學學院實務專題分組、鐘點計算原則： 

1.分組人數：每組以學生四人為原則，但指導教師可根據需要調整之。 

2.鐘點計算方法：以各教師指導學生數四人換算一鐘點；可四捨五入取至小數

點第一位，但最後所得之鐘點數不可高於學生分組數，且最高鐘點數以四小

時為限。 

 若某教師所指導之實務專題組數為X,合計學生人數為Y人,則在本項課程之鐘

點H為:H=MIN｛X,RND(Y/4),4｝式中MIN表「取最小值」,RND表「四捨五入

取至小數點第一位」。 

(二) 設計學院實務專題分組、鐘點計算原則： 

1.各系因特別需要，經簽准之科目可於必要時在一～三年級分兩組，四年級分

三組授課。 

2.分組教學之課程，其時數乘以組數，攤算予參與教學教師。 

3.每班開課鐘點仍以五十二小時以內為原則。 

六、實(習)驗課程，原則上以一學分，開課二或三小時為原則；若安排有助教或研究生協

助教學者，其鐘點以開課時數折半核計；若無法安排助教或研究生協助教學者，其

鐘點以一學分兩小時核計。 

七、授課時數之計算，以一學年之授課時數平均值計算為原則。各專任教師於正規學制

(不含專班)之授課超支鐘點費，每學年最高核給八鐘點；兼任教師得以實際授課時數

計算，惟每學期至多不得超過八鐘點。在職專班之授課時數依照本校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教務處理要點規定。 

八、各系所教師每學期至少應授一門課程(不含實務專題且至少三鐘點)，無論是否超支鐘

點，均應優先滿足系所教學需求；指導一個二年級以上之碩士或博士生每學期得抵

算零點五鐘點，但不計入超支鐘點，抵算總鐘點與大學部實務專題合計，每人每學

年以六鐘點為限。為鼓勵新進教師積極投入研究工作，初任教職之新進助理教授任

職第一年間，該學年得抵減六鐘點時數。但不計入超支鐘點。 

九、教師主持國科會一般型研究計畫、大型產學合作案或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或執

行國家型重大研究計畫，以及進行本校3+1方案，經專簽核准其授課時數得以抵算，

每案年得抵一鐘點時數，但不計入超支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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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專任教師超鐘點費核算方式，以學年授課時數合拼計算，每學年於第二學期加退選

截止後一次核算三十六週，如只有單一學期授課者，鐘點只計該學期，且超支鐘點

最高核計四鐘點；兼任教師鐘點費，按學期計每學期核給十八週。另加退選後開課

不成者，專任教師應依實際上課鐘點時數核報；兼任教師得依課程鐘點時數核報，

均核發至實際上課結束之鐘點。 

十一、學年平均授課鐘點不足者得以當學年度暑修開課鐘點補足，補足之鐘點不發給鐘

點費。暑修開課應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辦理要點規定。 

十二、授課鐘點費之核計及申報，請各系所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後，將該學期教師授課

鐘點清冊，經系(所)、院主管核章後，送課程及教學組彙辦，簽請校長核定後，再

送總務處出納組按月核發。 

十三、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必要時得再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報教育部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